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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利利

在住户调查中，账页数据是反映居

民日常收支情况的原始记录，其目的是

为政府决策提供详细、准确和客观的居

民生活状况资料。为保障账页数据质

量，需要基层市县队业务人员全力认真

细致做好数据审核工作。笔者结合工

作经验，对住户调查账页数据的审核要

点进行了梳理。

规范性审核

编码规范性审核。在住户调查

中，记账户的账页数据是具有编码

规则的数据，编码是否符合规范会

影 响 到 最 终 汇 总 报 表 数 据 的 准 确

性。比如：

部分记账户未区分生产性固定资

产（编码 5513 开头）和经营费用（编码

51开头），将购建第二产业生产性固定

资产支出统一记到非农业生产经营费

用，会导致经营净收入减少。

有些记账户没有将住户装潢或维

修（33 开头）与建造住户材料或雇工

（5511 开头）区别开来，而导致平台自

动识别编码错误，造成居住支出增多或

减少。

饲料在用途上分为畜牧业与宠

物用途，其中用于畜牧业在种类上还

分小麦饲料、稻谷饲料、玉米饲料和

其他饲料，如表所示。然而有些记账

户不熟悉记账要求，错在支出模块记

畜牧业“饲料”未说明具体情况，若业

务人员未核实，直接编码为宠物及有

关产品（362261），这会导致生活消费

（文化娱乐）支出增多，第一产业成本

数据缺少，从而影响最终汇总数据的

准确性。

单位规范性审核。在住户调查记

账规范中，对食品、烟、水、电、燃气、加

油、交通通信工具和家电耐用品等项

目都有明确的记账单位要求，但部分

记账户购买面粉制品（如包子、面包

等）、豆腐、鸡鸭鹅、鱼、蛋、奶类、罐装

液化气和加油时，习惯在数量栏按袋、

块、只、条、个、罐、瓶和次等单位来记

录数量，导致数量不对，单价超限偏高

或偏低现象。

人码规范性审核。在住户调查记账

要求中，工资性收入、部分转移性收支

和单位实物等项目是要对应成员记账

的，不能以家庭人码统一记账。

强制性审核

运算强制性审核。部分账页数据

之间有四则运算关系，比如在上年稻谷

没有留余的情况下，本年稻谷产量

（111012）的数量≥出售稻谷（121012）+
自产自用种子投入稻谷（151121）+自

产自用役畜饲料投入稻谷（151221）+
用于牧业自产自用粮食饲料投入稻谷

（153121）+用于渔业自产自用粮食饲

料投入稻谷（153121）+自产自用稻谷

用于生活消费（161012）。

数量强制性审核。如烟、鞋、交通

通信工具和家电耐用品等项目的数量

应是整数，不应该出现小数位。

逻辑性审核

部分账页数据之间有逻辑关系。

比如：除非有特殊情况，不然如填写报

销医疗费收入（240511）>0，那么医疗

保健类（包含药品、滋补保健品、医疗卫

生器具、门诊和住院费用）支出之和必

然非 0。如填写团体旅游（362311）或

景点门票（362321）支出>0，那么本月

家庭旅游消费总额（641111）必然非

0。如填写住房公积金支出>0，那么对

应成员工资性收入必然非 0。
账页数据内部之间有逻辑关系。

如：品名栏已注明是网购，无特殊情况

网购栏应是打勾（√）的。

合理性审核

品名合理性审核。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如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不应出现

管道煤气费（333306）或管道液化石油

气（333307）的编码，而应是管道天然气

（333305）或罐装液化石油气（333308）；

结合惠阳区 150户记账户情况，不应出

现自产自用大棚蔬菜（161092）的编码，

而应是自产自用露地蔬菜（161091）。

单价合理性审核。结合惠阳区物

价实际情况，居民生活管道天然气最低

档 3.85 元/立方米，故单价不应低于

3.85 元/立方米；电费是采取阶梯式收

费，最低档 0.63元/度，故单价不应低于

0.63元/度。

网购合理性审核。有些记账户

未 能 区 分 开 网 购 与 网 上 缴 费 的 区

别。如水费、电费、燃气、取暖费、物

业管理费和加油支出应是网上缴费

但错记为网购。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惠阳调查队）

浅谈住户调查账页数据审核要点

项目

饲料

用途

畜牧业

宠物

编码名称

小麦饲料

稻谷饲料

玉米饲料

其他饲料

宠物及有关产品

编码

133211

133221

133231

133291

362261

归类

第一产业成本

文娱消费支出

■ 刘琼

为了提升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源头数据质量，基层调查队对调

查企业开展经常性的实地走访，现场检查数据质量很重要。笔者结

合实践，就如何提升工价访厂实效谈几点思考。

做到三个“有”不打无准备之仗

有选择性。在每月访厂覆盖面有限的情况下，精准选取访厂对象

至关重要。访新增企业，培训制度方法和填报技巧；访重点企业，抓实

抓细重点规格品采价；访高出错率企业，找出差错原因现场纠偏。

有针对性。根据目标企业调查产品的销售条件、技术特征和

每月报表情况，结合日常报表中与统计员沟通时掌握的信息，提前

归纳梳理出访厂检查的重点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查，提高工作

效率。

有灵活性。工价访厂可以与其他涉企工作有机结合、灵活统筹，

例如和采购经理调查基层基础工作检查、涉企调研、普法进企业等工

作同步进行，实现一次访厂，多重成效。

落实四个“查”不流于形式走过场

查纸质台账。除了审核台账上每月填报的价格和变动说明外，

还要仔细核对表头上的组织机构代码、规格品名称、规格品代码、计

量单位等关键信息，确保要素齐全、填写规范、账机一致。

查采价凭证。仔细查看台账上粘贴的采价凭证及所列的推算公

式，审核税费、运费、汇率换算等是否符合采价要求，现场对凭证数据

进行验算，确保所附凭证能够充分、准确支撑其填报数据。

查原始记录。查看企业每月销售流水，验证企业是否依照最近

交易日优先、最大交易量优先等原则采集原始数据，防止企业统计员

因图方便而上报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查统计制度。检查企业是否建立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

归档等管理制度，确保企业统计员、统计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明晰自

身统计责任义务，避免企业统计责任虚化空转。

坚持五个“做”不当甩手掌柜

做教练员。访厂是业务培训的绝佳时机，通过一对一讲解、手把手示

范，快速提高企业统计员的直报水平，弥补集中培训针对性不强的短板。

做宣传员。以访厂为契机向调查企业宣传统计法，尤其应向企

业负责人普及统计法律知识，明确企业在统计工作中的法定责任和

义务，同时要以案释法，用本地区统计执法典型案例彰显统计法治权

威，敲响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警钟。

做书记员。将访厂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当场登记在访厂记

录卡中，详细列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原因及整改方向，要求企业统

计负责人确认后签字盖章，同时将记录卡的复印件留给企业，以便其

对标对表、快速整改。

做回访员。一方面，通过电话、实地访厂等方式对被访企业进行

回访，督促企业及时将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另一方面，在联网直报

平台开网后认真审核被访企业报表，核对原始凭证，验证整改成果，

让访厂产生实效。

做信息员。将访厂作为统计部门了解实情、搜集问题、倾听诉求

的重要渠道，在与企业统计员及负责人的座谈中收集企业生产经营

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深挖源头信息，发挥统计监督作用，助力经

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新余调查队）

提升工价访厂实效刍议

投入产出核算采用的部门分类有两种，即产业部门分类和产品

部门分类。在投入产出核算中，供给表和使用表是产品部门和产业

部门交叉分类，列向为产业部门分类，行向为产品部门分类。投入产

出表行和列，既可以采用产业部门分类，也可以采用产品部门分类。

投入产出产业部门分类是按照主产品同质性原则对产业活动单

位进行的部门分类。由于产业活动单位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虽然

不只从事一种生产但其主要活动的增加值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从生

产技术角度来考察生产活动，建立在产业活动单位基础上的产业部门

分类可以更好地满足同质性的要求。在投入产出核算中，产业部门分

类的粗细，主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结合现

有统计基础资料情况和投入产出分析的需要确定。

投入产出产品部门分类是按照同质性原则对货物和服务的细

分。在投入产出核算中，产品部门分类遵循同质性原则，即消耗结构

相同、生产工艺技术相同和经济用途相同，一个产品部门就是满足上

述同质性原则的同类货物或服务。在实际操作中，同一产品部门的

货物或服务往往难以同时满足同质性的三个条件，而只能满足其中

一个或两个条件。在投入产出核算中，产品部门分类以《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基础，根据《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结

合统计基础资料情况和投入产出分析的需要确定，每个调查和编表

年份分类不完全一致。

（摘自《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知识读本》，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投入产出核算采用的部门分类

■ 李海霞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说、学、逗、

唱”四门功课，其实这四门功课运用在

劳动力调查工作中也别有一番风味。

笔者从基层劳动力调查工作角度，谈谈

劳动力调查的技巧。

“说”调查。基层调查最重要是

要接地气，入户调查不能照本宣科，

问题可能读起来非常直白，这就需要

调查员熟悉掌握每项指标释义。在

入户时，调查员总会与住户聊聊天，

用这样唠家常的方式，使之能更好融

入接下来的调查中。调查员在交流

过程中穿插问卷问题，很快就可以完

成填报，也不会引起调查对象的反

感。在填报快结束的时候，往往是问

一些备注问题的最佳时机，因为被访

户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渐渐消除了

抵触心理，与调查员已经熟络，对于

需要备注说明的问题就更容易获得

准确的答案。

“学”业务。所谓“外行变内行，学

习是桥梁”。利用新样本点轮入这个契

机，顺义调查队分批开展新样本点调查

员培训会。通过细致讲解劳动力调查

制度和易错易混指标，现场带领辅助调

查员实操 PAD 设备，让调查员在入户

调查时能正确理解指标概念，熟悉

PAD 设备使用流程，帮助调查对象进

行答案选择。遵循培训必讲法的原则，

带领辅助调查员学习统计法内容，强调

在进行信息采集时，应依法履行保密义

务，严守统计法律法规和劳动力调查制

度，做到依法统计、依规调查，提高调查

员法治意识。

“逗”欢笑。讲的有趣与否，最关键

是要让对方能听下去的同时还得能理

解，在与被访户聊天中加些语气词，掌

握说话节奏使得聊天氛围轻松。对于

不好沟通的被访户，调查员以笑容回应

并通过聊天互动，同时耐心解释调查工

作，调整表达方式以获得填报问卷的机

会。一般情况下，“共情+脸熟”会提高

调查效率。

“倡”宣传。“倡”与“唱”同音不同

字，要通过多种方式“倡导”调查对象

支持配合。自今年起，劳动力调查扩

大了样本量，为提高调查对象的配合

度，顺义调查队除了为各样本点发放

国家统计局公告、《致调查户的一封

信》外，还积极开拓新媒体阵地，用生

动、通俗的方式，针对劳动力调查对

象、调查员等不同群体制作微信宣传

品推广，利用顺义国调公众号、各村居

委会业主群扩大文章阅读范围。让群

众知晓劳动力调查，消除信息泄露顾

虑，积极配合调查员调查；让调查员严

守调查时点，注意 PAD 操作重点，多

方合力高质量开展劳动力调查工作。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顺义调

查队）

“趣”谈劳动力调查技巧

■ 刘爽

为更好反映小微企业成长情况，国

家统计局建立了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

体经营户跟踪调查制度（以下简称新设

小微调查）。小微企业与个体经营户较

大中型企业有着经营状态变化快、生命

周期短、易于划分的特点，笔者通过引

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就准确把握小微

样本单位生命周期规律，增强采集数据

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准确性，浅谈几点

感想。

紧盯创业期
在摸查核实样本上下工夫

新设小微调查样本在创业期时，

调查样本有着营业状态变化快、企业

信息变更多、查实核准难度大的特

点。有些企业始终处于创建中或在长

时间筹备后开业，针对新设小微样本

核实特点，要结合样本管理台账内容

及核查程序、清单等，对每个样本单位

营业状态定期进行“拉网式”多方核查

清查。将企业的营业执照拍照或截图

逐一核对留存，并通过国家统计局相

关样本信息、天眼查、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等全方位对企业的基本信息开

展核查，特别是对企业名称、组织机构

代码、行业、经营状态进行重点核实，

严格把控。

抓住成长期
在培训打牢基础上下工夫

在小微样本开业进入成长期时，

数据填报会出现波动大、变化快的

特点。此时针对新设小微企业报表

填报人员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数据

填报要求不断提高，要在扎实培训，

打造一支高素质调查员队伍上狠下

工夫。

指标重点培训，针对本季度资金情

况、营业收入情况、享受政策优惠情况

等重点数据指标，将指标含义、选项设

置对调查员进行详细说明，并举例进行

模拟填报。

责任落实强化培训，进一步明确

调查员规范要求，将责任落实分解到

每一工作岗位、每一工作人员，加强监

督管理。

调查技巧细化培训，以调查方案、

指标解释、访户技巧为重点，不断提升

调查员现场调查能力。

夯实成熟期
在深入跟踪调查上下工夫

在小微样本进入成熟期时，数据相

对比较稳定，但也要重点关注样本单位

是否有扩大经营的想法，及时深入了解

样本单位融资状况、是否有相关需求、

是否享受相关政策优惠等情况。要结

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新设小微样本电

子台账和纸质台账，及时跟踪，第一时

间了解详细情况。

建立企业基础资料台账，记录样本

单位基本情况、经营状态等信息。

建立样本企业台账，可以发放定制

台账资料盒，要求企业将季度报表及时

盖章存档，并将填报依据的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人员表等资料复印盖章存

档，以备查阅。

设 计 摸 查 底 表 ，对 季 度 营 业 收

入、资产总额、从业人员数进行统计，

对数据进行纵横对比，对于变动较大

的企业进行入企或电话核实，询问变

动原因。

建立企业回访台账，记录每月实

地回访或电话回访内容，重点关注

企业所在行业发展状况，整体把握

企业和行业真实经营情况，做到心

中有数。

建立数据质量检查及统计执法台

账，记录企业数据质量检查情况，保证

源头数据质量真实准确。

细研衰退期
在核查研究分析上下工夫

在小微样本进入衰退期时，从报表

数据能第一时间反映出来。要加强数

据分析研判，对营业收入、资产等数据，

通过连续纵向对比及时发现样本单位

衰退迹象，进行及时跟踪分析，并了解

企业在融资等方面的需求情况。仔细

核实退出样本，每年对停业、筹建的企

业要进行再核实，对重新恢复经营的企

业及时变更营业状态，进行开户培训，

对因经营不善等原因作出调查样本退

出的企业逐一登门核实原因，作出企业

消亡分析。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马鞍山调

查队）

做好新设小微调查的思考

原永红原永红 绘图绘图

饲料分类及编码

统计科普

投入产出表，也称部门联系平衡表或产业关联表，是以矩阵形式

描述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从事生产活动的投入

来源和产出使用去向，揭示国民经济内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数量

关系。投入产出表是“产品×产品”或“产业×产业”的对称表。

供给使用表，包括供给表和使用表。供给表反映产品（货物和服

务）的总供给信息，通过产品和产业的交叉分类，展示产品由国内哪些

产业生产或进口的情况。使用表反映产品总使用信息，展现产业生产

过程消耗的中间品和创造的增加值情况，同时反映各种产品用于中间

使用和最终使用（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的价值及构成情况。供给使

用表采用“产品×产业”交叉分类表式。理论上，可以通过供给使用表

推算出投入产出表，也可以由供给表和投入产出表推算出使用表。

我国实践中是先编制供给表和投入产出表，然后推算出使用表。

投入产出表与供给使用表的联系和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