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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事业单位统计调查方案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

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

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天津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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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事业单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服务业部分行业中，事业单位

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占多数，为健全服务业统计制度，全面反映服务业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同时

也为了满足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统计监测工作的需求，国家统计局决定开展部分行业事

业单位统计调查，特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范围 

月报：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教育行业、社会工作行

业事业单位;以及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事业单

位。 

季报：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及上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事业

单位。 

（三）调查内容 

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等。主要指标有：单位详细名称、单

位所在地及区划、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 

（四）统计原则 

辖区内事业法人单位按照所在地原则进行统计。调查单位不得“打捆”和重复上报统计数据。 

（五）调查频率、报送时间 

月报：调查单位报送时间为月后20日前，区级统计机构月后23日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和查

询（1月免报）。 

季报：调查单位报送时间为2、5、8、11月月后20日前（3、6、9、12月20日之前），区级统

计机构2、5、8、11月月后23日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和查询。 

（六）上报要求 

采取联网直报方式上报数据。调查单位按统计部门的统一要求，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

台按时填报基层表、审核和上报数据、接受数据查询。各级统计局负责对调查单位网上直报数据

进行审核、验收和查询。 

（七）数据公布和使用 

本制度取得的统计资料，仅用于统计系统和相关部门内部使用，暂不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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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报送范围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区级统计机构

数据验收、上报

截止时间 

页

码      

X583表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

基本情况 
月报 

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

上的教育行业、社会工作行业

事业单位;以及辖区内不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

事业单位。 

调查单位于3月

20日18时前独立

自行网上填报，

此后由国家统计

局或省级统计机

构在报告期开网

前将数据统一导

入数据采集处理

软件中，生成报

表数据，调查单

位免报。若因特

殊原因出现变

化，调查单位可

进行调整。 

3月23日12时前 

 

TX583表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

基本情况 

1-2月

1-5月

1-8月

1-11月 

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

及上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等行业事业单位。 

 

X584表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

主要经济指标 
月报 

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

上的教育行业、社会工作行业

事业单位;以及辖区内不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

事业单位。 

调查单位于每月

月后20日18时前

独立自行网上填

报，1月免报。 

月后23日12时

前（1月免报） 
 

TX584表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

主要经济指标 

1-2月

1-5月

1-8月

1-11月 

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

及上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等行业事业单位。 

调查单位于2、5、

8、11月月后20日

18时前独立自行

网上填报。 

2、5、8、11月

月后23日12时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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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       X 5 8 3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1]140 号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３ 年 １ 月 
 

  

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102 单位详细名称                                 

103 

行业类别                                                     

主要业务活动 

1                                  2                                  3                              

行业代码（统计机构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   □□□□ 

105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委会             街（路）、门牌号 

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 成立时间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 

邮政编码    □□□□□□ 

207 隶属关系    □□    10 中央     11 地方      90 其他 

208 运营状态□  1 正常运营 2 停业(歇业) 3 筹建 4 当年关闭 9 其他 

211 

机构类型    □□ 

20 事业单位      30 机关          40 社会团体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 

52 基金会        55 农民专业合作社      5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 其他组织机构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教育行业、社会工作行业事

业单位;以及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事业单位。 

2.从 2020 年开始，首次填报由调查单位填报，此后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在报告期开网前将数据统

一导入数据采集处理软件中，生成报表数据，调查单位免报。若因特殊原因出现变化，调查单位可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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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事业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      T X 5 8 3   表 

   制定机关： 天 津 市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1]191 号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3 年 １ 月 
 

1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 

102 单位详细名称                                 

103 

行业类别                                                     

主要业务活动 

1                                  2                                  3                              

行业代码（统计机构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   □□□□ 

105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街道办事处)            村(居) 委会                       街(路)、门牌号 

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20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202 成立时间            年          月 

203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 

邮政编码    □□□□□□ 

207 隶属关系    □□    10 中央     11 地方      90 其他 

208 运营状态□  1 正常运营 2 停业(歇业) 3 筹建 4 当年关闭 9 其他 

211 

机构类型    □□ 

20 事业单位      30 机关                40 社会团体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 

52 基金会        55 农民专业合作社      56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 其他组织机构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及上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等行业事业单位。 

2. 调查单位于 3 月 20 日 18 时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此后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在报告期开网前

将数据统一导入数据采集处理软件中，生成报表数据，调查单位免报。若因特殊原因出现变化，调查单

位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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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表    号：       X 5 8 4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21]140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３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一、资产负债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二、收入和费用 

收入合计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费用合计 

其中：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 

      经营费用 

三、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四、期末用工人数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人 

 

101 

102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301 

302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教育行业、社会工作行业事

业单位;以及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卫生行业事业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于每月月后 20日 18:00 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1 月免报。区级统计机构月

后 23日 12 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和查询。 

3.审核关系： 

（1）收入合计（201）≥财政拨款收入（202）+事业收入（203）+经营收入（204） 

（2）费用合计（205）≥业务活动费用（206）+单位管理费用（207）+经营费用（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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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表    号：      T X 5 8 4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定机关： 天 津 市 统 计 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文    号： 国统制[2021]191 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3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一、资产负债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二、收入和费用 

收入合计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费用合计 

其中：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 

      经营费用 

三、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四、期末用工人数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人 

 

101 

102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301 

302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及上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等行业事业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于 2、5、8、11 月月后 20日 18:00 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区级统计机构

2、5、8、11 月月后 23 日 12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和查询。 

3.审核关系： 

（1）收入合计（201）≥财政拨款收入（202）+事业收入（203）+经营收入（204） 

（2）费用合计（205）≥业务活动费用（206）+单位管理费用（207）+经营费用（208）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统计调查方案 

－ 8 － 

四、指标解释 

（一）单位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

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

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 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第 1 位为登记管

理部门代码、第 2 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 3-8 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 9-17 位为组织机构代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 

第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2 外交；3 司法行政；4

文化；5 民政；6 旅游；7 宗教；8 工会；9 工商；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 农业；Y其他。 

    第 2 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1 机关，2 事业单位，3 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 其他； 

2 外交：1 外国常住新闻机构，9 其他； 

3 司法行政：1 律师执业机构，2 公证处，3 基层法律服务所，4 司法鉴定机构，5 仲裁委员会，9 其他； 

4 文化：1 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 其他； 

5 民政：1 社会团体，2 民办非企业单位，3 基金会，9 其他； 

6 旅游：1 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 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 其他； 

7 宗教：1 宗教活动场所，2 宗教院校，9 其他； 

8 工会：1 基层工会，9 其他； 

9 工商：1 企业，2 个体工商户，3 农民专业合作社； 

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 军队事业单位，9 其他； 

N 农业：1 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 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 其他； 

Y 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 1 表示。 

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 

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

制规则》〔GB 11714〕）。 

第 18 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证

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本项。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可填

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本部产业活动单位，可使用

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16 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原组织机构代码号第 1-8 位，加“B”组

成。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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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

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

其余的单位名称。 

主要业务活动  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主要业务活动名称。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

业务活动名称。 

行业代码  填报单位免填。由所在地统计机构根据各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及区划代码等。本栏分两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按 2020 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

码》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第二部分：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处的详细地址。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主要经营地所在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以及具体街（路）

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成立时间  指单位登记注册成立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具体年月。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批准成立或登记注册成立的时间，

如实际开业时间早于注册成立时间，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2.机关、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1）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2）恢复设立的单位

（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3）机构改革中，因合并或分立新设

的单位，其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继续存在的单位，填原成立时间，改革后有些单位虽然名称有变化，但其基

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要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隶属关系  指本单位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分为：中央、地方和其他。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的单位，

以领导为主的一方来划分中央属或地方属。 

运营状态  指单位的经济活动状态。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正常运营：指正常运转的单位，全年正常开业的单位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的单位。包括部分投产

的新建单位，临时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单位。 

2.停业（歇业）：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止经营或活动的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经营或活动的单位。 

3.筹建：指已经在行政登记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正在进行经营或活动前筹建工作的单位。如研究和论证建设、

投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行业的企业，由于行业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

理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试营业才能正式开业，这些处于试营业状态的单位也属于筹建。 

4.当年关闭：指当年因某种原因终止经营或活动的单位。 

9.其他：指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单位。 

机构类型  包括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1.事业单位：包括（1）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得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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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2）事业法人单位的本部及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2.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组织和其他机关法

人；机关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分支机构、国家行政机关分支或派出机构、监察机关分支机构、人

民法院分支机构、人民检察院分支机构等。 

（1）国家权力机关：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办事

机构。 

（2）国家行政机关：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及地区行政行署。 

（3）国家监察机关：指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 

（4）国家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5）政党机关：指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所属办事机构、各民主党派各级机关和办事机构。 

（6）政协组织：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3.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

（1）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各类社会团体；（2）由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

门直接管理其机关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3）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 

4.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

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指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5.基金会：指民政部、省级、地级或市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基金会。 

6.农民专业合作社：指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

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包括（1）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领取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领取新版《营业执照》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法人；（2）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

构。 

7.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耕地、河道、灌溉设施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合作经营、民

主管理、服务村民的经济组织，主要是由原人民公社（现乡、镇）、生产大队（现村）、生产队（现村民组）建制

经过改革、改造、改组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经济联合总社、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

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需经县级及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颁发登记证书或证明书。 

8.其他组织机构：指除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其他符合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

和各类寺庙等。 

政府会计制度  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全国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施行。执行政

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单位，不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医院会计

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彩

票机构会计制度》《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国有林场与苗圃会计制度（暂行）》《国

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等制度。 

（二）财务状况 

http://baike.baidu.com/view/8110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3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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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指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占有是指单位对经济资源拥有法律上的占

有权。由单位直接支配，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也属于单位核算的资产。单位的资

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 

负债合计  指单位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等偿还的债务。单位的负债按照流动性，分为流动

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收入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财政拨款收入  指单位本期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

报。 

事业收入  指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收入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收入费用

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费用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全部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业务活动费用  指单位为实现其职能目标，依法履职或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单位管理费用  指单位本级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单位行政及后勤管理

部门发生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资产折旧（摊销）等费用，以及由单位统一负担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工会经费、

诉讼费、中介费等。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费用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根据“收

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指单位按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各种薪酬。包括基本

工资、绩效工资、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改革性补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根据会计相关科目本期

贷方累计发生额分析填报。 

期末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 24 时单位实际拥有的、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无论是否

从本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均视为用工人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不再参与本单位生

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包括单位的正式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临时人员。具体包括直接参与加工、组装、维修、保养等本单位

生产活动的人员；包括单位管理人员；包括对外安装本单位产品、保管、清洁、销售等与生产行为直接相关活动

的人员；对于未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但主要为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人员，也视为参与生产经营

活动人员，如利用本单位的车辆、仓储等设施进行运输、仓储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在本单位领取工资、股息、红

利但未参加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医疗、教育等为单位提供社会性服务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参加本

单位建筑施工但所从事的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人员，如参与单位厂房建筑施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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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表(GB/T4754-2017) 

下载 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电子版，可登陆下面网址进行下载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905/t20190522_1666232.html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本门类包括 63～65 大类 

 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631    电信   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

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 

   6311     固定电信服务   指从事固定通信业务活动 

   6312     移动电信服务   指从事移动通信业务活动 

   6319     其他电信服务   指除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外，利用

固定、移动通信网从事的信息服务 

  632    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6321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指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信息传输分发交换

接入服务和信号的传输服务 

   6322     无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指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及其信息传输分

发交换服务信号的传输服务 

  633    卫星传输服务   指利用卫星提供通讯传输和广播电视传输服

务、以及导航、定位、测绘、气象、地质勘查、

空间信息等应用服务 

   6331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  

   6339     其他卫星传输服务  

 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41 6410   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基于基础传输网络

为存储数据、数据处理及相关活动，提供接入

互联网的有关应用设施的服务 

  642    互联网信息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通过互联网提供在

线信息、电子邮箱、数据检索、网络游戏、网

上新闻、网上音乐等信息服务；不包括互联网

支付、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

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有关内容列入相应的

金融行业中 

   6421     互联网搜索服务  

   6422     互联网游戏服务   含互联网电子竞技服务 

   6429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  

  643    互联网平台  

   6431 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   指专门为生产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互

联网活动，包括互联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互

联网货物运输平台等 

   6432 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   指专门为居民生活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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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网活动，包括互联网销售平台、互联网

约车服务平台、互联网旅游出行服务平台、互

联网体育平台等 

   6433 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 指专门为科技创新、创业等提供第三方服务平

台的互联网活动，包括网络众创平台、网络众

包平台、网络众扶平台、技术创新网络平台、

技术交易网络平台、科技成果网络推广平台、

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开源社区平台等 

   6434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指专门为公共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互联

网活动 

   6439     其他互联网平台  

  644 6440   互联网安全服务   包括网络安全监控，以及网络服务质量、可

信度和安全等评估测评活动 

  645 6450   互联网数据服务   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处理、云存

储、云计算、云加工等服务 

  649 6490   其他互联网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

关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外的其他未列明互

联网服务 

 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指对信息传输、信息制作、信息提供和信息

接收过程中产生的技术问题或技术需求所提供

的服务  

  651    软件开发  

   6511 基础软件开发 指能够对硬件资源进行调度和管理、为应用

软件提供运行支撑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

据库、中间件、各类固件等 

   6512     支撑软件开发   指软件开发过程中使用到的支撑软件开发的

工具和集成环境、测试工具软件等 

   6513 应用软件开发   指独立销售的面向应用需求的软件和解决方

案软件等，包括通用软件、工业软件、行业软

件、嵌入式应用软件等 

   6519     其他软件开发   指未列明的软件开发，如平台软件、信息安

全软件等 

  652 6520   集成电路设计   指 IC 设计服务，即企业开展的集成电路功能

研发、设计等服务 

  653  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  

   6531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指基于需方业务需求进行的信息系统需求分

析和系统设计，并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缆系统、

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将各个分离的设

备、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一和

协调的系统之中，以及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提供支持的服务；包括信息系统设计、集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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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运行维护等服务 

   6532 物联网技术服务   指提供各种物联网技术支持服务 

  654 6540   运行维护服务 指基础环境运行维护、网络运行维护、软件

运行维护、硬件运行维护、其他运行维护服务 

  655 6550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指供方向需方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整

理、计算、编辑、存储等加工处理服务，以及

应用软件、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等租用服务；包

括在线企业资源规划（ERP）、在线杀毒、服务

器托管、虚拟主机等 

  656 6560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指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设、人员培

训、管理体系建设、技术支撑等方面向需方提

供的管理或技术咨询评估服务；包括信息化规

划、信息技术管理咨询、信息系统工程监理、

测试评估、信息技术培训等 

  657    数字内容服务   指数字内容的加工处理，即将图片、文字、

视频、音频等信息内容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加

工处理并整合应用的服务 

   6571     地理遥感信息服务   指互联网地图服务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测绘软件、遥感软件、导航与位置服务软件、

地图制图软件等，以及地理信息加工处理（包

括导航电子地图制作、遥感影像处理等）、地理

信息系统工程服务、导航及位置服务等 

   6572     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  

   6579     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含数字文化和数字体育内容服务 

  65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  

   6591     呼叫中心   指受企事业单位委托，利用与公用电话网或

因特网连接的呼叫中心系统和数据库技术，经

过信息采集、加工、存储等建立信息库，通过

固定网、移动网或因特网等公众通信网络向用

户提供有关该企事业单位的业务咨询、信息咨

询和数据查询等服务 

   6599     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  

K    房地产业   本门类包括 70 大类 

 70   房地产业  

  702 7020   物业管理   指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

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

理，维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703 7030   房地产中介服务   指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

纪等活动 

  704 7040   房地产租赁经营   指各类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营利性房地产租赁

活动，以及房地产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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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提供的非营利性租赁服务，包括体育场地租

赁服务 

  709 7090   其他房地产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本门类包括 71 和 72 大类 

 71   租赁业  

  711    机械设备经营租赁   指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 

   7111     汽车租赁  

   7112     农业机械经营租赁  

   7113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  

   7114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经营租赁  

   7115     医疗设备经营租赁  

   7119     其他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  

  712    文体设备和用品出租  

   7121     休闲娱乐用品设备出租  

   7122     体育用品设备出租  

   7123     文化用品设备出租   不包括图书、音响制品出租 

   7124     图书出租  

   7125     音像制品出租  

   7129     其他文体设备和用品出租  

  713 7130  日用品出租  

 72   商务服务业  

  721  组织管理服务 指市场化组织管理和经营性组织管理 

   7211     企业总部管理   指不具体从事对外经营业务，只负责企业的

重大决策、资产管理，协调管理下属各机构和

内部日常工作的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经营

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单独核算单位承

担，还包括派出机构的活动（如办事处等） 

   7212     投资与资产管理   指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后，成立的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和行业管理机构的活动；其他投资

管理活动；不包括资本投资服务 

   7213     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   指除货物、资本市场、黄金、外汇、房地产、

土地、知识产权交易以外的所有资源与产权交

易活动 

   7214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指为企事业、机关提供综合后勤服务的活动 

   721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指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

基础，承担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

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的基层经济组织 

   7219     其他组织管理服务   指其他各类企业、行业管理机构和未列明的

综合跨界管理的活动 

  722    综合管理服务  

   7221     园区管理服务   指非政府部门的各类园区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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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2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指以购物中心为主导，融合了商业零售、餐

饮、休闲健身、娱乐、文化等多项活动的大型

建筑综合体 

   7223     市场管理服务   指各种交易市场的管理活动 

   7224     供应链管理服务   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的物流、商

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设计、规划、控制和

优化，将单一、分散的订单管理、采购执行、

报关退税、物流管理、资金融通、数据管理、

贸易商务、结算等进行一体化整合的服务 

   7229     其他综合管理服务   指其他未列明的综合跨界管理的活动 

  723    法律服务   指律师、公证、仲裁、调解等活动 

   7231     律师及相关法律服务   指在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中，为

原被告双方提供法律代理服务，以及为一般民

事行为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 

   7232     公证服务  

   7239     其他法律服务  

  724    咨询与调查  

   7241     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  

   7242     市场调查   包含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 

   7243     社会经济咨询  

   7244     健康咨询  

   7245     环保咨询  

   7246     体育咨询   含体育策划 

   7249     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指上述咨询以外的其他专业咨询和其他调查

活动 

  725    广告业   指在报纸、期刊、路牌、灯箱、橱窗、互联

网、通讯设备及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上为客户

策划、制作的有偿宣传活动 

   7251     互联网广告服务   指提供互联网推送及其他互联网广告服务 

   7259     其他广告服务   指除互联网广告以外的广告服务 

  726    人力资源服务   指为劳动者就业和职业发展，为用人单位管

理和开发人力资源提供的相关服务，主要包括

人力资源招聘、职业指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事务代理、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管理咨

询、人力资源信息软件服务等 

   7261     公共就业服务   指向劳动者提供公益性的就业服务 

   7262     职业中介服务   指为求职者寻找、选择、介绍工作，为用人

单位提供劳动力的服务 

   7263     劳务派遣服务   指劳务派遣单位招用劳动力后，将其派到用

工单位从事劳动的行为 

   7264     创业指导服务   指除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服务载体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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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构为初创企业或创业者提供的创业辅

导、创业培训、技术转移、人才引进、金融投

资、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服务 

   7269     其他人力资源服务   指其他未列明的人力资源服务 

  727  

7271 

  安全保护服务 

    安全服务 

  指为社会提供的专业化、有偿安全防范服务 

   7272     安全系统监控服务  

   7279     其他安全保护服务  

  728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指以会议、展览为主，也可附带其他相关的

活动形式，包括项目策划组织、场馆租赁、保

障服务等 

   7281     科技会展服务  

   7282     旅游会展服务  

   7283     体育会展服务  

   7284     文化会展服务  

   7289     其他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729    其他商务服务业  

   7291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指为社会各界提供商务、组团和散客旅游的

服务，包括向顾客提供咨询、旅游计划和建议、

日程安排、导游、食宿和交通等服务 

   7292     包装服务   指有偿或按协议为客户提供包装服务 

   7293     办公服务   指为商务、公务及个人提供的各种办公服务 

   7294     翻译服务   指专业提供口译和笔译的服务 

   7295     信用服务   指专门从事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和加工，并

提供相关信用产品和信用服务的活动，包括信

用评级、商账管理等活动 

   7296     非融资担保服务   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

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

的专业担保机构的活动；不包括贷款担保服务

和信誉担保服务，相关内容列入相应的金融行

业中 

   7297     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指为机构单位提供的各种代理、代办服务 

   7298     票务代理服务   指除旅客交通票务代理外的各种票务代理服

务 

   7299     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   指上述未列明的商务、代理等活动，包括商

业保理活动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本门类包括 73～75 大类 

 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指为了增加知识（包括有关自然、工程、人

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创

造新的应用，所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

该活动仅限于对新发现、新理论的研究，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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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制研究与试验发展，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731 7310   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732 7320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733 7330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734 7340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735 7350    社会人文科学研究  

 74   专业技术服务业  

  741 7410   气象服务   指从事气象探测、预报、服务和气象灾害防

御、气候资源利用等活动 

  742 7420   地震服务   指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和紧急救援等防

震减灾活动 

  743    海洋服务  

   7431     海洋气象服务  

   7432     海洋环境服务  

   7439     其他海洋服务  

  744    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7441     遥感测绘服务  

   7449     其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745    质检技术服务   指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对动植物、工业产品、

商品、专项技术、成果及其他需要鉴定的物品、

服务、管理体系、人员能力等所进行的检测、

检验、检疫、测试、鉴定等活动，还包括产品

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活动 

   7451     检验检疫服务   指审查产品设计、产品、过程或安装并确定

其与特定要求的符合性，或根据专业判断确定

其与通用要求的符合性的活动；对出入境的货

物、人员、交通工具、集装箱、行李邮包携带

物等进行检验检疫，以保障人员、动植物安全

卫生和商品质量的活动 

   7452     检测服务   指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

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对产品或者特定对

象进行的技术判断 

   7453     计量服务   指为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的统一和量值的准

确可靠，维护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

织的利益，计量技术机构或相关单位开展的检

定、校准、检验、检测、测试、鉴定、仲裁、

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等计量活动 

   7454     标准化服务 指利用标准化的理念、原理和方法，为各类主

体提供标准化解决方案的产业，包括标准技术

指标实验验证、标准信息服务、标准研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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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标准实施宣贯等服务，基于标准化的组

织战略咨询、管理流程再造、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等服务，标准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而衍生的

各类“标准化+”服务 

   7455     认证认可服务   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

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由认可机构对认证

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

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予以承认

的合格评定活动 

   7459     其他质检技术服务   指质量相关的代理、咨询、评价、保险等活

动，还包括质量品牌保护等活动 

  746    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  

   7461     环境保护监测   指对环境各要素，对生产与生活等各类污染

源排放的液体、气体、固体、辐射等污染物或

污染因子指标进行的测试、监测和评估活动 

   7462     生态资源监测   指对海洋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荒漠

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外来物种的调

查与监测活动，以及对生态工程的监测活动 

   7463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  

  747    地质勘查    指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科学研究进行的

地质勘查、测试、监测、评估等活动 

   7471     能源矿产地质勘查  

   7472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  

   7473     水、二氧化碳等矿产地质勘查  

   7474     基础地质勘查   指区域、海洋、环境和水文地质勘查活动 

   7475     地质勘查技术服务   指除矿产地质勘查、基础地质勘查以外的其

他勘查和相关的技术服务 

  748    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7481     工程管理服务   指工程项目建设中的项目策划、投资与造价

咨询、招标代理、项目管理等服务 

   7482     工程监理服务  

   7483     工程勘察活动   指建筑工程施工前的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勘

察和咨询等活动 

   7484     工程设计活动  

   7485     规划设计管理   指对区域和城镇、乡村的规划，以及其他规

划 

   7486     土地规划服务   指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

规划的调查评价、编制设计、论证评估、修改、

咨询活动 

  749    工业与专业设计及其他专业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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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1     工业设计服务  

   7492     专业设计服务   指除工程设计、软件设计、集成电路设计、

工业设计以外的各种专业设计服务 

   7493     兽医服务   指除宠物医院以外的各类兽医服务 

   7499     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  

 7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751    技术推广服务   指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直接推向市场

而进行的相关技术活动，以及技术推广和转让

活动 

   7511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  

   7512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7513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7514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指仅包括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交流、转

让、推广服务，以及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

服务；节能技术咨询、节能评估、能源审计、

节能量审核服务 

   7515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7516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7517     三维（3D)打印技术推广服务  

   7519     其他技术推广服务  

  752 7520   知识产权服务   指专利、商标、版权、软件、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技术秘密、地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的

代理、转让、登记、鉴定、检索、分析、咨询、

评估、运营、认证等服务 

  753 7530   科技中介服务   指为科技活动提供社会化服务与管理，在政

府、各类科技活动主体与市场之间提供居间服

务的组织，主要开展信息交流、技术咨询、科

技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活动 

  754 7540   创业空间服务   指顺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有效

满足网络时代大众创业创新需求的新型创业服

务平台，它是针对早期创业的重要服务载体，

主要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工作空间、网络空

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包括众创空间、

孵化器、创业基地等 

  759 7590   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   指除技术推广、科技中介以外的其他科技服

务，但不包括短期的日常业务活动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本门类包括 76～79 大类 

 76   水利管理业  

  761 7610   防洪除涝设施管理   指对江河湖泊开展的河道、堤防、岸线整治

等活动及对河流、湖泊、行蓄洪区和沿海的防

洪设施的管理活动，包括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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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行维护等 

  762 7620   水资源管理   指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

护、监测、管理等活动 

  763 7630   天然水收集与分配   指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分配天然水资源的活

动，包括通过蓄水（水库、塘堰等）、提水、引

水和井等水源工程，收集和分配各类地表和地

下淡水资源的活动 

  764 7640   水文服务   指通过布设水文站网对水的时空分布规律、

泥沙、水质进行监测、收集和分析处理的活动 

  769 7690   其他水利管理业  

 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71    生态保护  

   7711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   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活动，包括

森林、草原和草甸、荒漠、湿地、内陆水域以

及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 

   7712     自然遗迹保护管理   包括地质遗迹保护管理、古生物遗迹保护管

理等 

   7713     野生动物保护   指对野生及濒危动物的饲养、繁殖等保护活

动，以及对栖息地的管理活动，包括野生动物

保护区管理 

   7714     野生植物保护   指对野生及濒危植物的收集、保存、培育及

其生存环境的维持等保护活动，包括野生植物

保护区管理 

   7715     动物园、水族馆管理服务  

   7716     植物园管理服务  

   7719     其他自然保护   指除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自然遗迹保护

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外的其他自然保护活

动 

  772    环境治理业  

   7721     水污染治理   指对江、河、湖泊、水库及地下水、地表水

的污染综合治理活动，不包括排放污水的搜集

和治理活动 

   7722     大气污染治理   指对大气污染的综合治理以及对工业废气的

治理活动 

   7723     固体废物治理   指除城乡居民生活垃圾以外的固体废物治理

及其他非危险废物的治理 

   7724     危险废物治理   指对制造、维修、医疗等活动产生的危险废

物进行收集、贮存、利用、处理和处置等活动 

   7725     放射性废物治理   指对生产及其他活动过程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进行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处理和处置等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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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6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7727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  

   7729     其他污染治理    指除上述治理以外的其他环境治理活动 

 78   公共设施管理业  

  781 7810   市政设施管理   指污水排放、雨水排放、路灯、道路、桥梁、

隧道、广场、涵洞、防空等城乡公共设施的抢

险、紧急处理、管理等活动 

  782 7820   环境卫生管理   指城乡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理

和处置、管理等活动，以及对公共厕所、化粪

池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管理等

活动 

  783 7830   城乡市容管理    指城市户外广告和景观灯光的规划、设置、

设计、运行、维护、安全监督等管理活动；城

市路街整治的管理和监察活动；乡、村户外标

志、村容镇貌、柴草堆放、树木花草养护等管

理活动 

  784 7840   绿化管理   指城市绿地和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

地等管理活动  

  785 7850   城市公园管理   指主要为人们提供休闲、观赏、运动、游览

以及开展科普活动的城市各类公园管理活动 

  786    游览景区管理   指对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景观、人文景物的

管理和保护活动，以及对环境优美，具有观赏、

文化或科学价值的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活

动；包括风景名胜和其他类似的自然景区管理 

   7861     名胜风景区管理   不含自然保护区管理 

   7862     森林公园管理  

   7869     其他游览景区管理  

 79   土地管理业  

  791 7910   土地整治服务   对土地进行整理、复垦、开发以及相关设计、

监测、评估等活动 

  792 7920   土地调查评估服务   指对土地利用现状、城乡地籍、土地变更等

进行调查和进行城镇基准地价评估、宗地价格

评估、地价监测、土地等级评定、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评价咨询活动 

  793 7930   土地登记服务   指在土地登记过程中进行受理申请、登记事

项审核、登记簿册填写和权属证书发放、土地

产权产籍档案管理和应用等活动 

  794 7940   土地登记代理服务   指接受申请人委托，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收

集、权属判别等工作，代为办理土地、林木等

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和领证等事项，提供社会服

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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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 7990   其他土地管理服务   指土地交易服务、土地储备管理及其他未列

明的土地管理服务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本门类包括 80～82 大类 

 80   居民服务业  

  801 8010   家庭服务   指雇佣家庭雇工的家庭住户和家庭户的自营

活动，以及在雇主家庭从事有报酬的家庭雇工

的活动，包括钟点工和居住在雇主家里的家政

劳动者的活动 

  802 8020   托儿所服务   指社会、街道、个人办的面向不足三岁幼儿

的看护活动，可分为全托、日托、半托，或计

时的服务 

  803 8030   洗染服务   指专营的洗染店的服务，含各种干洗、湿洗

等服务 

  804 8040   理发及美容服务   指专业理发、美发、美容、美甲等保健服务 

  805    洗浴和保健养生服务  

   8051     洗浴服务   指专业洗浴以及温泉、水疗等服务 

   8052 

8053 

足浴服务 

养生保健服务 

 

指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和其他专业养生

保健等服务 

  806 8060 摄影扩印服务  

  807 8070   婚姻服务   指婚姻介绍、婚庆典礼等服务 

  808 8080   殡葬服务   指与殡葬有关的各类服务 

  809 8090   其他居民服务业   指上述未包括的居民服务 

 8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811    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  

   8111     汽车修理与维护   指汽车修理厂及路边门店的专业修理服务，

包括为汽车提供上油、充气、打蜡、抛光、喷

漆、清洗、换零配件、出售零部件等服务，不

包括汽车回厂拆卸、改装、大修的活动 

   8112     大型车辆装备修理与维护  

   8113     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8114     助动车等修理与维护  

  812    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   指对计算机硬件及系统环境的维护和修理活

动 

   8121     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  

   8122     通讯设备修理  

   8129     其他办公设备维修   指其他未列明的各种办公设备的修理公司

（中心）、修理门市部和修理网点的修理活动 

  813    家用电器修理  

   8131     家用电子产品修理   指电视、音响等家用视频、音频产品的修理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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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2     日用电器修理    指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日用电器维修门

市部，以及生产企业驻各地的维修网点和维修

公司（中心）的修理活动 

  819    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  

   8191     自行车修理  

   8192     鞋和皮革修理  

   8193     家具和相关物品修理  

   8199     其他未列明日用产品修理业   指其他日用产品维修门市部、修理摊点的活

动，以及生产企业驻各地的维修网点和维修中

心的修理活动 

 82   其他服务业  

  821    清洁服务   指对建筑物、办公用品、家庭用品的清洗和

消毒服务；包括专业公司和个人提供的清洗服

务 

   8211     建筑物清洁服务   指对建筑物内外墙、玻璃幕墙、地面、天花

板及烟囱的清洗活动 

   8219     其他清洁服务   指专业清洗人员为企业的机器、办公设备的

清洗活动，以及为居民的日用品、器具及设备

的清洗活动，包括清扫、消毒等服务 

  822    宠物服务  

   8221     宠物饲养   指专门以观赏、领养（出售）为目的的宠物

饲养活动 

   8222     宠物医院服务  

   8223     宠物美容服务  

   8224     宠物寄托收养服务  

   8229     其他宠物服务   指宠物运输、宠物培训及其他未列明的宠物

活动 

  829 8290   其他未列明服务业  

P    教育   本门类包括 83 大类 

 83   教育  

  831 8310   学前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对学龄前幼儿

进行保育和教育的活动 

  832    初等教育   指《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小学教育以及成人

小学教育（含扫盲）的活动 

   8321     普通小学教育  

   8322     成人小学教育  

  833    中等教育  

   8331     普通初中教育   指《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对小学毕业生进行

初级中等教育的活动 

   8332     职业初中教育  

   8333     成人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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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4     普通高中教育   指非义务教育阶段，通过考试招收初中毕业

生进行普通高中教育的活动 

   8335     成人高中教育  

   8336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批准举办的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学校、技工学校

等教育活动 

  834    高等教育  

   8341     普通高等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由国家、地方、社

会办的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获取

学历的高等教育活动 

   8342     成人高等教育   指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办的成人高等教育活

动 

  835 8350   特殊教育   指为残障儿童提供的特殊教育活动 

  839    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其他教育   指我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外，经教育主管部门、

劳动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由政府部门、

企业、社会办的职业培训、就业培训和各种知

识、技能的培训活动，以及教育辅助和其他教

育活动 

   8391     职业技能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劳动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为提高就业人员

就业技能的就业前的培训和其他技能培训活

动，不包括社会上办的各类培训班、速成班、

讲座等 

   8392     体校及体育培训   指各类、各级体校培训，以及其他各类体育

运动培训活动，不包括学校教育制度范围内的

体育大学、学院、学校的体育专业教育 

   8393     文化艺术培训   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以外，由正规学校或社

会各界办的文化艺术培训活动，不包括少年儿

童的课外艺术辅导班 

   8394     教育辅助服务   指专门从事教育检测、评价、考试、招生等

辅助活动 

   8399     其他未列明教育   指经批准的宗教院校教育及上述未列明的教

育活动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本门类包括 84 和 85 大类 

 84   卫生  

  841    医院  

   8411     综合医院  

   8412     中医医院  

   8413     中西医结合医院  

   8414     民族医院   指民族医医院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统计调查方案 

－ 26 － 

   8415     专科医院  

   8416     疗养院   指以疗养、康复为主，治疗为辅的医疗服务

活动 

  842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842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8422     街道卫生院  

   8423     乡镇卫生院  

   8424     村卫生室   

   8425     门诊部（所）   指门诊部、诊所、医务室、卫生站、护理院

等卫生机构的活动 

  843    专业公共卫生服务  

   8431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指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病中心、预防保健中

心等活动 

   8432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指对各种专科疾病进行预防及群众预防的活

动 

   8433     妇幼保健院（所、站）   指非医院的妇女及婴幼儿保健活动 

   8434     急救中心（站）服务  

   8435     采供血机构服务  

   8436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活动   指各地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活动 

  849    其他卫生活动   指健康体检服务及其他未列明的卫生机构的

活动 

   8491     健康体检服务  

   8492     临床检验服务  

   8499     其他未列明卫生服务  

 85   社会工作   指提供慈善、救助、福利、护理、帮助等社

会工作的活动 

  851    提供住宿社会工作   指提供临时、长期住宿的福利和救济活动 

   8511     干部休养所  

   8512     护理机构服务   指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的主要面

向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专业化护理的服务机

构的活动 

   8513     精神康复服务   指智障、精神疾病、吸毒、酗酒等人员的住

宿康复治疗活动 

   8514     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   指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的主要面

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长期照料、养护、关

爱等服务机构的活动 

   8515     临终关怀服务  

 
  8516     孤残儿童收养和庇护服务   指对孤残儿童、生活无着流浪儿童等人员的

收养救助活动 

 
  8519     其他提供住宿社会救助   指对生活无着流浪等其他人员的收养救助等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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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不提供住宿社会工作   指为孤儿、老人、残疾人、智障、军烈属、

五保户、低保户、受灾群众及其他弱势群体提

供不住宿的看护、帮助活动，以及慈善、募捐

等其他社会工作的活动 

   8521     社会看护与帮助服务   指为老人、残疾人、五保户及其他弱势群体

提供不住宿的看护、帮助活动 

   8522     康复辅具适配服务   指为老年人、残疾人、运动伤残人员、孤残

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的假肢、矫形器、轮

椅车、助行器、助听器等康复辅具适配服务的

活动 

   8529     其他不提供住宿社会工作   指慈善、募捐等其他社会工作的活动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本门类包括 86～90 大类 

 86   新闻和出版业  

  861 8610   新闻业  

  862    出版业  

   8621     图书出版  

   8622     报纸出版  

   8623     期刊出版  

   8624     音像制品出版  

   8625     电子出版物出版  

   8626     数字出版   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

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出版服务 

   8629     其他出版业  

 87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指对广播、电视、电影、影视录音内容的制

作、编导、主持、播出、放映等活动；不包括

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和接收活动 

  871 8710   广播   指广播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其他相关活

动，还包括互联网广播 

  872 8720   电视   指有线和无线电视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

其他相关活动，还包括互联网电视 

  873 8730   影视节目制作   指电影、电视、录像（含以磁带、光盘为载

体）和网络节目的制作活动，该节目可以作为

电视、电影播出、放映，也可以作为出版、销

售的原版录像带（或光盘），还可以在其他场合

宣传播放，还包括影视节目的后期制作，但不

包括电视台制作节目的活动 

  874 8740   广播电视集成播控   指 IP 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专网及

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集成播控 

  875 8750   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发行   不含录像制品（以磁带、光盘为载体）的发

行 

  876 8760   电影放映   指专业电影院以及设在娱乐场所独立（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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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的电影放映等活动 

  877 8770   录音制作   指从事录音节目、音乐作品的制作活动，其

节目或作品可以在广播电台播放，也可以制作

成出版、销售的原版录音带（磁带或光盘），还

可以在其他宣传场合播放，但不包括广播电台

制作节目的活动 

 88   文化艺术业  

  881 8810   文艺创作与表演   指文学、美术创造和表演艺术（如戏曲、歌

舞、话剧、音乐、杂技、马戏、木偶等表演艺

术）等活动 

  882 8820   艺术表演场馆   指有观众席、舞台、灯光设备，专供文艺团

体演出的场所管理活动 

  883    图书馆与档案馆  

   8831     图书馆  

   8832     档案馆  

  884 8840   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指对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体育、科学价

值，并经有关部门鉴定，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活动；对我国口头

传统和表现形式，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

意识、节庆活动，有关的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

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管理活动 

  885 8850   博物馆   指收藏、研究、展示文物和标本的博物馆的

活动，以及展示人类文化、艺术、体育、科技、

文明的美术馆、艺术馆、展览馆、科技馆、天

文馆等管理活动 

  886 8860   烈士陵园、纪念馆  

  887 8870   群众文体活动   指对各种主要由城乡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

出、比赛、展览、文艺知识鉴赏等公益性文化

活动的管理活动，以及群众参与的各级各类体

育竞赛和活动 

  889 8890   其他文化艺术业  

 89   体育  

  891    体育组织   指专业从事体育比赛、训练、辅导和管理的

组织的活动 

   8911     体育竞赛组织   指专业从事各类体育比赛、表演、训练、辅

导、管理的体育组织 

   8912 体育保障组织   指体育战略规划、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

育产业、反兴奋剂、体育器材装备及其他未列

明的保障性体育管理和服务 

   8919     其他体育组织     指其他由体育专业协会、体育类社会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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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基层体育组织、全民健身活动站点、互联

网体育组织等提供的服务 

  892    体育场地设施管理   指可供观赏比赛的场馆和专供运动员训练用

的场地设施管理活动 

   8921     体育场馆管理   指对可用于体育竞赛、训练、表演、教学及

全民健身活动的体育建筑和室内外体育场地及

相关设施等管理活动，如体育场、田径场、体

育馆、游泳馆、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场等 

   8929     其他体育场地设施管理    指设在社区、村庄、公园、广场等对可提供

体育服务的固定安装的体育器材、临时性体育

场地设施和其他室外体育场地设施等管理活

动，如全民健身路径、健身步道、拼装式游泳

池等 

  893 8930   健身休闲活动   指主要面向社会开放的休闲健身场所和其他

体育娱乐场所的管理活动 

  899    其他体育   指上述未包括的体育活动 

   8991     体育中介代理服务   指各类体育赞助活动、体育招商活动、体育

文化活动推广，以及其他体育音像、动漫、影

视代理等服务 

   8992     体育健康服务 指国民体质监测与康体服务，以及科学健身调

理、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康复按摩、体育健

康指导等服务 

   8999 其他未列明体育   指其他未包括的体育活动 

 90   娱乐业  

  901    室内娱乐活动   指室内各种娱乐活动和以娱乐为主的活动 

   9011     歌舞厅娱乐活动  

   9012     电子游艺厅娱乐活动  

   9013     网吧活动   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

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的服务 

   9019     其他室内娱乐活动  

  902 9020   游乐园   指配有大型娱乐设施的室外娱乐活动及以娱

乐为主的活动 

  903 9030   休闲观光活动   指以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等生产和服务领域

为对象的休闲观光旅游活动 

  904    彩票活动   指各种形式的彩票活动 

   9041     体育彩票服务  

   9042     福利彩票服务  

   9049     其他彩票服务  

  905  

9051 

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与经纪代理服务 

文化活动服务 

 

指策划、组织、实施各类文化、晚会、娱乐、

演出、庆典、节日等活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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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2 体育表演服务   指策划、组织、实施各类职业化、商业化、

群众性体育赛事等体育活动的服务 

   9053     文化娱乐经纪人  

   9054     体育经纪人  

   9059     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   指除文化娱乐经纪人、体育经纪人、艺术品、

收藏品经纪代理以外的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 

  909 9090   其他娱乐业   指公园、海滩和旅游景点内小型设施的娱乐

活动及其他娱乐活动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本类包括 91～96 大类 

 91   中国共产党机关  

  910 9100   中国共产党机关  

 92   国家机构  

  921 9210   国家权力机构   指宪法规定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及常委会机关的活动 

  922    国家行政机构   指国务院及所属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县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各工作部门的活

动；乡（镇）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活动；行政管

理部门下属的监督、检查机构的活动 

   9221     综合事务管理机构   指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活动，以及依法管

理全国或地方综合事务的政府主管部门的活

动，还包括政府事务管理 

   9222     对外事务管理机构  

   9223     公共安全管理机构   指除消防服务以外的公共安全管理机构 

   9224     社会事务管理机构  

   9225     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9226     行政监督检查机构   指依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稽查、检

查、查处等活动，包括独立（或相对独立）于

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执法检查大队的活动 

  923    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指宪法规定的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所进行的活动 

   9231 监察委员会 指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活动 

   9232     人民法院   指各级人民法院的活动 

   9232     人民检察院   指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活动 

  929    其他国家机构   指其他未另列明的国家机构的活动 

   9291 消防管理机构  

   9299 其他未列明国家机构  

 93   人民政协、民主党派  

  931 9310   人民政协   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各级人民政协的

活动 

  932 9320   民主党派  

 94   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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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    基本保险   指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的各种社会保障活

动 

   9411     基本养老保险   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的基金、经办、投资、管理等有关活动 

   9412     基本医疗保险   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基金、经办、投资、管理等有关活动 

   9413     失业保险   指失业保险的基金、经办、投资、管理等有

关活动 

   9414     工伤保险   指工伤医疗保险的基金、经办、投资、管理

等有关活动 

   9415     生育保险   指生育保险的基金、经办、投资、管理等有

关活动 

   9419     其他基本保险   指其他基本保险活动 

  942 9420   补充保险   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补充医疗和其他补

充保险 

  949 9490   其他社会保障  

 95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  

  951    群众团体   指不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群众团

体的活动 

   9511     工会  

   9512     妇联  

   9513     共青团  

   9519     其他群众团体  

  952    社会团体   指依法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单位

的活动 

   9521     专业性团体   指由同一领域的成员、专家组成的社会团体

（如学科、学术、文化、艺术、体育、教育、

卫生等）的活动 

   9522     行业性团体   指由一个行业，或某一类企业，或不同企业

的雇主（经理、厂长）组成的社会团体的活动 

   9529     其他社会团体   指未列明的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 

  953 9530   基金会   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

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国务院颁布

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

法人的活动 

  954    宗教组织   指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宗教团体的活动和在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活动 

   9541     宗教团体服务  

   9542     宗教活动场所服务  

 96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及其他组织   指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

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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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 9610   社区居民自治组织   指城市、镇的居民通过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

治组织的管理活动 

  962 9620   村民自治组织   指农村村民通过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的管理活动 

T    国际组织   本门类包括 97 大类 

 97   国际组织  

  970 9700   国际组织   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驻我国境内机构等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