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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Obtain Statistical Data

为进一步提高统计服务能力，方便社会公
众了解统计数据的发布渠道，更加便捷地获取
和使用统计数据，我们编印了这本有关统计数
据获取方式的操作指南。
如果您想获取统计数据却苦于没有渠道，
或者面对纷繁复杂的统计资料无从下手，那么
请认真阅读这本操作指南，它将为您指引方向，
发掘出统计数据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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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调查的统计数据

领域

主要统计调查指标

国民经济核算

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总产
出、中间投入、增加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
物和服务净出口、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
初次分配收入、总储蓄、资本转移等

农业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粮食产量、油料产量、水产品产量、
猪牛羊肉产量、畜禽存栏头（只）数、耕地面积、作物
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
劳动力等

工业

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销售产值、生产量、生
产能力、销售量、库存量、实收资本、资产合计、负债
合计、所有者权益、流动资产、产品销售收入、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率、产品销售率、出口交
货值等

能源

能源购进量、购进金额、能源消费量、工业生产能源消费、
非工业能源消费、能源加工、转换投入、终端能源消费量、
能源库存量等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施工项目
个数、本年投产项目个数、新增生产能力、房屋建筑面积、
施工面积、竣工面积、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等

房地产开发

计划总投资、本年完成投资、本年新增固定资产、资金
来源、应付款、土地购置和开发情况、房屋建筑面积、
住宅建筑面积、施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销
售额、商品房待售面积等

建筑业

建筑业总产值、增加值、房屋建筑施工面积、竣工面积、
自有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工程结算收入、工程计算利润、
企业总收入等

国家统计局是我国最主要的统计数据生产部门，调
查统计的数据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根据
现行国家统计调查项目，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的领域包
括国民经济核算、农业、工业、能源、投资、建筑业、
房地产开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部分服务业、人口、
劳动、就业、住户、价格、科技等。

批发零售、住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购进额、商品销售额、批发额、
餐饮业
零售额、期末商品库存、消费品市场成交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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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单位数、单位从业人员、在岗职工、其他从业人员、离
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劳
动报酬、在岗职工工资总额、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工、
年末人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等

价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食品等分类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
格指数及分类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及农用手工
工具等分类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及建筑安装等
分类指数、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人口

总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生育状况、工作状况、户口性质等

城镇住户

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城镇居民总收入、可支配
收入、消费支出等

农村住户

农村居民家庭概况、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支出、农村劳
动力就业与流动情况、农村家庭居住情况、人口与劳动
力就业情况、农业生产结构及技术应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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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完成了新版国家统计数据库的升级改造工作。此外，

统计数据
发布方式

还建立了统计资料馆，开展统计咨询服务。

一 统计新闻发布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发布有着悠久的历史，1955

年就开始发布年度统计公报。经过 60 年的发展，已建

1983 年，国家统计局建立了统计新闻发布会制度，

立起比较完善的统计数据定期公布制度，通过定期发布

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是国务院部门较早建立新闻发布制

新闻稿、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统计公报、出版各类统

度的单位之一。2001 年建立了统计信息公示制度，每年

计资料等多种形式公布统计数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

年初制定“国家统计局经济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在

应用，国家统计局在 1999 年建立了官方网站“中国统

官方网站上公示，详细列出一年内统计数据发布的时间

计信息网”，2008 年开通了“国家统计数据库”，2011

安排。

年和 2012 年开发了“中国统计”和“数据中国”（苹
果 / 安卓）客户端，2013 年开通政务微信“统计微讯”，
内容

日/星期/时间

月份

1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年国家统计局主要经济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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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 一
上午 10:00

……

……

16/ 三
上午 10:00

……

……

16/ 三
上午 10:00

……

……

21/ 二
上午 10:00

……

……
……

……

24/ 一
上午 9:30

……

……

……

……

……

……

……

……

……

3 季度累计主要行业增加值

21/ 二
上午 9:30

……

……

17/ 四
上午 9:30

……

……

17/ 四
上午 9:30

……

……

22/ 三
上午 9:30

……

……

4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月度报告

1/ 三
上午 9:00

1/ 六
上午 9:00

1/ 六
上午 9:00

1/ 二
上午 9:00

1/ 四
上午 9:00

1/ 日
上午 9:00

1/ 二
上午 9:00

1/ 五
上午 9:00

1/ 一
上午 9:00

1/ 三
上午 9:00

1/ 六
上午 9:00

1/ 一
上午 9:00

5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月度报告

3/ 五
上午 9:00

3/ 一
上午 9:00

3/ 一
上午 9:00

3/ 四
上午 9:00

3/ 六
上午 9:00

3/ 二
上午 9:00

3/ 四
上午 9:00

3/ 日
上午 9:00

3/ 三
上午 9:00

3/ 五
上午 9:00

3/ 一
上午 9:00

3/ 三
上午 9:00

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报告

9/ 四
上午 9:30

14/ 五
上午 9:30

9/ 日
上午 9:30

11/ 五
上午 9:30

9/ 五
上午 9:30

10/ 二
上午 9:30

9/ 三
上午 9:30

9/ 六
上午 9:30

11/ 四
上午 9:30

15/ 三
上午 9:30

10/ 一
上午 9:30

10/ 三
上午 9:30

7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月度报告

9/ 四
上午 9:30

14/ 五
9/ 日
上午 13:30 上午 9:30

11/ 五
上午 9:30

9/ 五
上午 9:30

10/ 二
上午 9:30

9/ 三
上午 9:30

9/ 六
上午 9:30

11/ 四
上午 9:30

15/ 三
上午 9:30

10/ 一
上午 9:30

10/ 三
上午 9:30

8 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月度报告

20/ 一
上午 10:00

……

13/ 四
16/ 三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13/ 二
13/ 五
16/ 三
13/ 三
13/ 六
21/ 二
13/ 四
12/ 五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9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月度报告

20/ 一
上午 10:00

……

13/ 四
16/ 三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13/ 二
13/ 五
16/ 三
13/ 三
13/ 六
21/ 二
13/ 四
12/ 五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10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月度报告

20/ 一
上午 10:00

……

13/ 四
16/ 三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13/ 二
13/ 五
16/ 三
13/ 三
13/ 六
21/ 二
13/ 四
12/ 五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11 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情况月度报告

20/ 一
上午 10:00

……

13/ 四
16/ 三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13/ 二
13/ 五
16/ 三
13/ 三
13/ 六
21/ 二
13/ 四
12/ 五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报告

20/ 一
上午 10:00

……

13/ 四
16/ 三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13/ 二
13/ 五
16/ 三
13/ 三
13/ 六
21/ 二
13/ 四
12/ 五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上午 10:00 下午 13:30 下午 13:30

13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

18/ 六
上午 9:30

24/ 一
上午 9:30

18/ 二
上午 9:30

18/ 五
上午 9:30

18/ 日
上午 9:30

18/ 三
上午 9:30

18/ 五
上午 9:30

18/ 一
上午 9:30

18/ 四
上午 9:30

24/ 五
上午 9:30

18/ 二
上午 9:30

18/ 四
上午 9:30

14 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

28/ 二
上午 9:30

……

27/ 四
上午 9:30

27/ 日
上午 9:30

28/ 三
上午 9:30

27/ 五
上午 9:30

27/ 日
上午 9:30

28/ 四
上午 9:30

27/ 六
上午 9:30

28/ 二
上午 9:30

27/ 四
上午 9:30

27/ 六
上午 9:30

15 企业景气指数

20/ 一
上午 9:30

……

……

16/ 三
上午 9:30

……

……

16/ 三
上午 9:30

……

……

21/ 二
上午 9: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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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目前，国家统计局在 1 月、4 月、7 月、10 月分别
召开年度、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内生

1、本表公布的发布内容为指标上月、上季或累计数据，发布日期为初步计划，
届时可能有所调整。
2、1 月、4 月、7 月、10 月分别召开年度、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国内生产总值、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收支等指标数据将在发布
会上一并公布。在发布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稿的同时，分别发布工业
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3 月、6 月、9 月当月或累计数据情况新闻稿。
3、根据统计报表制度，2 月份不发布 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
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经济
效益数据。
4、50 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数据、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
数据原则上于每月 4 日、14 日、24 日 9：30 时发布，遇周末或节假日顺延到

下一工作日。
5、夏粮产量、早稻产量和全年粮食产量分别于 7 月中旬、8 月底和 12 月初发布。
6、2013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预计发布时间为 5 月。
7、2013 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的预计发布时间为 4 月。
8、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数公告的预计发布时间为 9 月。
9、2013 年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预计发布时间为 10 月。
10、2013 年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报告的预计发布时间为 9 月。
11、国家统计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index）于每月数据发布后 5 个工
作日内更新当月 ( 季 ) 发布数据，于中国统计年鉴出版 3 个月后更新 2013 年主
要经济指标详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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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

关分析报告、解读稿、统计图表等资料，都会在第一时

开发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收支等指标

间刊登在“最新发布与解读”栏目中。

数据将在发布会上一并公布。同时在中国统计信息网发

2、“数据查询”栏目。该栏目提供了数据库查询、

布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稿，以及工业生产、固定

年鉴数据查询、可视化产品等多种数据查询途径，可使

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年

各类统计用户快速查阅详细完整的月度数据、季度数据、

12 月、当年 3 月、6 月、9 月当月或累计数据情况新闻稿。

年度数据、普查数据、部门数据、国际数据等各类统计

在其他月份，按照统计数据发布日程表，在官方网
站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

数据。
3、“统计公报”栏目。该栏目收录了从 1978 年以

数（PPI）、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来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人口普查公报、

农户）、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情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基本单位普查公报、经济普查公报、农业普查公报、工

70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

业普查公报、三产普查公报、R&D 普查公报及其他统

济效益等月度数据，以及 50 个大中城市主要食品价格、

计公报。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旬报数据。
此外，还根据需要，召开经济普查、人口普查等新
闻发布会发布普查数据，在官方网站发布统计公报、国
内生产总值修订数据、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减低率、
粮食产量、平均工资等统计信息。

4、“统计制度”、“统计标准”、“指标解释”栏目。
该栏目提供了统计分类标准、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指标
解释等内容。
5、“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栏目。该栏目在每年年
初刊登国家统计局本年度经济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您可
以在这里查询到本年度所有统计数据的具体发布时点。
6、“网站链接”栏目。该栏目通过与各地方统计
网站、国际组织网站和国外统计网站等进行链接，基本
实现了“一站式”统计服务。
中国统计信息网

图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 2013 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二 中国统计信息网
(www.stats.gov.cn)
作为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中国统计信息网已成
为社会各界获取中国政府统计数据最重要的渠道，您可
以在中国统计信息网多个栏目查询到统计数据。
1、“最新发布与解读”栏目。所有通过新闻发布会、
新闻稿、统计公报和其他方式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及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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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家统计数据库
(http://data.stats.gov.cn/index)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完成了对“国家统计数据库”
的升级改造。新版数据库在指标数据量、功能性、整体
设计上都有重大改进，实现了更加丰富、更加便捷、更
加高效、更加智能。截至 2013 年底，数据库指标量达
到 3 万多个，数据量 600 万笔左右，包括了国家统计局

2、《中国统计摘要》。这是一本反映中国国民经济

各专业生产的主要数据以及有关部委生产的其它数据，

与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性简明统计资料年刊，每年 5 月出

覆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查询和管理

版，收录上年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社会主要

功能，通过在线作图、可视化图表、地图数据和可视化

统计指标数据，并简要列示 1978 年以来的历史资料。

产品，开拓了数据的展示途径，更加贴近用户需求。目
前，国家统计数据库于每月数据发布后 5 个工作日内更
新当月（季）发布数据，于中国统计年鉴出版 3 个月后
更新上年主要经济指标详细数据。

3、统计年鉴系列。1982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出版
《中国统计年鉴》，发布上年度详细统计数据。目前，
《中国统计年鉴》在每年 9 月出版，已经成为国家统计
局最具代表性的统计出版物。除了《中国统计年鉴》以
外，国家统计局还出版各专业年鉴，省、地市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和部分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也都编辑出版
本行政区域的统计年鉴，形成了统计年鉴系列。

四 统计数据资料
统计数据出版物是社会公众深度了解、全面掌握统
计数据的重要渠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统计数据出版
物主要包括：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每年 2 月
下旬发布，发布上年度国民经济、农业、工业、投资、
贸易、对外经济、财政、金融、交通、邮电和旅游、教
育、科技和文化、卫生和社会服务、人口、人民生活和
社会保障、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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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统计刊物
1、《中国信息报》。由中国信息报社每周一至周
五出版，公布最新进度数据。

六 中国统计资料馆及统计咨询服务
中国统计资料馆于 2006 年 6 月 2 日正式对外开放，
每周二、四为开馆日。统计资料馆目前藏有各类统计资
料、统计图书、统计期刊等 2 万余册，设有公众阅览室、
电话咨询室以及展厅等，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统计信息
现场查询服务。
国家统计局设置了咨询服务电话（010-68520066）、
传 真（010-68576320）、 电 子 邮 箱（info@gj.stats.
cn），受理社会公众有关统计信息的咨询，解答社会公
众有关统计数据、统计指标、统计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收集并反映社会公众对政府统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由国家统计局信息景
气中心每月出版，按月提供农业、工业、投资、市场、

七 “统计微讯”政务微信

财政、金融、税收、进出口等方面千余项反映中国国情
国力的基本统计指标数据。

为了建设现代化服务型统计，努力为社会各界提供
更加及时丰富翔实的统计信息，国家统计局政务微信“统
计微讯”于 2013 年正式上线。欢迎大家拿出手机，通
过微信扫描下面的二维码，或者在添加朋友中查找微信
公众账号“统计微讯”。关注“统计微讯”，关注统计
信息发布。
“统计微讯”政务微信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功能，以丰富的多媒体形式、亲切的语言打造“最新发
布”、“数据解读”、“指标解释”等精品栏目，第一
时间发布权威统计信息，及时解答广大微友的提问，为

3、《中国统计》杂志。由中国统计出版社每月出版，

公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统计信息。

主要栏目有统计方略、统计人、生活中的统计学、最新
数据等，追踪中国统计实践，展示中国统计风貌。

“统计微讯”微信二维码
微信号：tongjiwe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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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国统计”、“数据中国”移动资讯
“中国统计”和“数据中国”是依托国家统计局庞
大的数据和信息资源、面向移动终端用户的统计信息服

据的年度统计，发布时间较晚。因此，大家会发现不同
统计资料中同一指标（主要是年度数据），或者不同年
份出版的同一种资料书籍，会出现不同的数据，这就是
因为要根据更加详细的资料来源对数据进行修订。

务平台。“中国统计”向用户提供中国官方统计的即时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的修

资讯 , 包括统计新闻、统计数据、统计热点、指标解释

订。受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所需基础资料的可获得性、时

和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等内容。“数据中国”是国家统

效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库应用客户端，采用

数据通常要经过“三步走”，即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

动态图表方式展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情况。

数、最终核实数。年度初步核算数是在 12 个月份进度
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计算，通常在次年 1 月份召开的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发布，并在次年 2 月和 5 月
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和《中国统计摘要》上使用；初步核实数在专业统计年
报资料的基础上计算，于次年 9 月在《中国统计年鉴》
上使用；最终核实数在专业统计年报、部门会计、财政
决算资料的基础上计算，于隔年 5 月和 9 月在《中国统
计摘要》和《中国统计年鉴》上使用。此外，根据国际
惯例，如果掌握了对 GDP 数据有较大影响的新的基础
资料，如经济普查，将对 GDP 历史数据进行相应的修
订和发布。

访 问 APP Store， 搜 索“ 中 国 统 计 ” 或

使
用
方
法

苹果版 “数据中国”下载应用程序，下载成功后用
iTunes 同步安装到 iPhone 或 iPad 上使用。
“中国统计”和“数据中国”安卓客户端目
安卓版 前在“百度应用”上线，供安卓手机或平板
电脑用户免费下载使用。

3

数据修订及更新
根据数据生产过程，以及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和

完备性不同，国家统计局调查的指标数据分为快报数据
和年报数据。其中，快报数据是为了满足及时性要求，
尽早统计出指标数据，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因此
是初步数据，主要是月度、季度等进度数据。年报数据
是在对基础数据资料掌握较为全面的基础上，对指标数
12

4

国家统计局编辑出版的统计资料

一 各专业统计年鉴
年鉴名称：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2 月
内容简介：全国各类工业行业和各省 ( 区、市 ) 工

业经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历史重要年份的
全国主要统计数据。全书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
为综合，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量、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情况、工业职工平均每天创
造的财富等指标数据；第二部分为中国工业经济
的发展，发布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
数、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总产值、全国工业总产
值总量、构成及指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全国
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等数据；第三部分为中国
工业经济的行业结构，发布按注册类型和行业分
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第四部分
为中国工业经济的地区布局，为按地区分组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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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名称：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年鉴名称：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

出版时间：2011 年 10 月

内容简介：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及建国以后各

内容简介：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资料、价格资料。

关键历史年份全国农村主要统计数据。由 17 部
分组成：发展综述，综合与概要，农村基本情况
与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态与环境，农村投资，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间消耗及增加值，主要农
产品种 ( 养 ) 面积与产量，农村市场与物价，农
产品进出口，农产品成本与收益，农村居民收入
与消费，农村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服务，国
有农场，区域农村经济，各地区主要农村经济指
标排序，国外主要农业指标，如何使用《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等。

主要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收入与消费，包括城
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按收入等级
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按绝对收入分组城镇
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大中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等资料；第二部分是价格指数，包括全国工业品
出厂价格分类指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分类
指数，各月 70 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全国商品零售价格
分类指数，各地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分类指数，
各月 35 个城市部分食品价格等。

年鉴名称：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2 月
内容简介： 全国 2000 多个县域单位基本情况、综

合经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教育、卫生、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料。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县
（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二是分区域社会经济
基本情况，包括山区、丘陵、平原、民族地区、
陆地边境县、牧区、半牧区、九大农区、粮棉生
产大县、扶贫工作重点县等；三是按主要经济指
标分组资料，包括按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
民人均纯收入和粮食产量等分组；四是主要类型
区域县（市）名单。
年鉴名称：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0 月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统计图、农产品生产价格
指数、集贸市场价格、美国农产品生产价格信息
四部分，并以附录对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查方案进
行解释说明。

年鉴名称：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2 月
内容简介：中国能源建设、生产、消费、供需平衡
等内容。全书包括八个部分：综合，能源建设，能
源生产，能源消费，全国能源平衡表，地区能源平
衡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能源数据，附录为台
湾省能源数据、有关国家和地区能源数据、主要统
计指标解释以及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年鉴名称：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年 4 月
内容简介：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建筑
业发展方面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企业综合汇总
信息，按经济类型分组信息，按中央和地方分类
汇总信息，按资质等级分组信息，以及按行业分
类汇总的反映全国和分地区建筑业总产值、各种
用途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技术装备、实收资本、
资产和负债、利润和税金等方面的数据。

年鉴名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2 月
内容简介：全国所有建制城市（含地级及以上城市
和县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等各方面
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城市行政区划，
列有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城市分布情况及城市
发展综合分析报告；二是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
就业、资源资料，城市经济发展主要指标统计资料，
城市社会发展主要统计资料，城市环境与基础设
施资料；三是县级城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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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名称：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年鉴名称：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2 月

出版时间：2011 年 9 月

内容简介：全国各地区及 35 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

内容简介： 2010 年中国消费品市场、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对外贸易、对外经济与合作
和旅游业的主要统计数据以及各地区和一些重要
历史年份的相关统计数据。分为九部分 : 综合篇，
消费品市场篇，批发和零售业篇，住宿和餐饮业
篇，国际收支篇，对外贸易篇，外资篇，对外合
作篇，旅游篇，并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经济统计数据。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全国及
地区篇，收录了全国及各地区房地产行业各项指
标综合统计数据。第二部分大中城市篇，收录 35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综合统计数据。第三部分省与
城市篇，囊括了各省及 35 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数
据。第四部分附录收录了《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研究报告》、《中国房地产策划代理百强企业研
究报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 TOP10 研究报
告》、《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报告》、《中
国房地产策划代理品牌价值研究报告》、《中国
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研究报告》、《中国家居产业
百强企业研究报告》，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项
目的最新情况还收录了《中国重要城市部分典型
地产指数系统样本楼盘》等内容。
年鉴名称：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

年鉴名称：大中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9 月
内容简介：2010 年全国和各省（区、市）大中型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企业基本情况、经营情况
和主要财务状况的年度统计数据，包括综合篇、
地区篇、行业篇、企业篇四个部分。并附有主要
统计指标解释。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年 3 月

年鉴名称：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

内容简介：全国和各省（区、市）的有关劳动统计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商务部市场

数据。包括 14 个部分：综合，就业和失业，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和工资总额，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和
工资总额，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和工资总额，
其他单位就业人员和工资总额，乡镇企业就业人
员，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劳动关系，社会保障，
工会工作，香港资料，澳门资料，台湾资料等。
年鉴名称：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运行和消费促进司，中国商业联合会信息部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8 月
内容简介：主要反映中国大型商品交易市场的资料
性工具书，收录了 2010 年成交额亿元及以上的
商品交易市场经营数据。年鉴分为三部分：综合篇、
地区篇和市场篇，并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鉴名称：中国零售和餐饮连锁企业统计年鉴

出版时间：2010 年 11 月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商务部市场

内容简介：全国和各省（区、市）人口就业统计的

主要数据。分为八个部分：综合数据，年度全国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劳动力抽样调查主
要数据，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统计数据，年度
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年度全国计划生育统计
人口数据，世界部分国家及地区人口和就业统计
数据，年度人口和劳动力调查制度说明及主要统
计指标解释。
年鉴名称：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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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和消费促进司，中国商业联合会信息部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
内容简介：反映中国零售和餐饮连锁企业情况的

资料性工具书，收录了 2010 年零售和餐饮连锁
企业数据。分为五部分：零售企业综合篇，零售
企业地区篇，餐饮企业综合篇，餐饮企业地区篇，
连锁企业情况，并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年鉴名称：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内容简介：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三产业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

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部分历史数据。分为七个部分：
第三产业单位数和人员数，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部分行业主要财务指
标，第三产业部分行业主要业务指标，第三产业复
合性行业情况，港澳台第三产业情况。同时以附录
刊发世界及主要国家第三产业主要统计资料。

内容简介：全面反映我国社会发展相关领域情况，
全书以部门的社会统计资料为基础，主要包括：
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社会服务、残疾人事
业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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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名称：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年鉴名称：国际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0 月

出版时间：2011 年 2 月

内容简介：全国、各省（区、市）以及国务院有关

内容简介：综合性国际经济社会统计年刊，收录了
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资料，并对其中
40 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指标
及世界知名公司的基本情况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全书共分为 18 个部分，分别为：中国在世界的地
位，地理、自然资源和环境，国民经济核算，人口，
就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投资环境，能源，财政和金
融，价格指数，居民收支和贫困，农业，工业和建
筑业，运输和通讯，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和外债，
旅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世界
最大 500 家企业主要指标。

部门 2010 年科技统计数据。分为九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反映全社会科技活动的综合统计资料；
第二、三、四部分分别为工业企业、研究与开发
机构和高等学校科技活动统计资料；第五部分为
高技术产业发展统计资料；第六部分为国家科技
计划统计资料；第七部分为科技活动成果统计资
料；第八部分为综合技术服务部门和科协活动有
关资料；第九部分为国际科技统计资料。
年鉴名称：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
内容简介：近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经营、研发及
相关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等资料以及相关的国际
比较数据，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九五”以来我国
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共分五部分：第一
部分主要反映高技术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第二部分主要反映高技术产业企业的研发活动、
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专利、技术获取和改造、企
业办研发机构等情况；第三部分主要反映高技术
产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第四部分为国际
比较资料；第五部分为附录，包括高技术产业统
计分类目录、高技术产业统计资料整理公布格式
和主要指标解释。

资料名称：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年 1 月
内容简介：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
展状况的大型统计资料书，系统收集了 2010 年
全国及其 10 个经济区域、31 个省级行政单位、
330 多个地级行政单位和 2000 多个县级行政单位
的主要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主要内容涵盖自然资
源、人口与就业、国民核算、固定资产投资、财政、
物价、人民生活、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
电业、国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旅游、金融保险、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环境保护
和市政建设等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年鉴名称：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 以上基本为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出版的专业统计年鉴，公布上年度各
专业详细资料，并每年进行更新。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
内容简介：2010 年全国及各省 ( 区、市 ) 环境各
领域的基本数据和主要年份的全国主要环境统计
数据。共分为十二个部分：自然状况，水环境，
海洋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自然生态，土
地利用，林业，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环境投资，
城市环境，农村环境。同时附录六个部分：人口
资源环境主要统计指标、“十一五”和“十二五”
主要环境保护指标、东中西部地区主要环境指标、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环境统计指标、2011 年上半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
公报、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年鉴名称：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2 月
内容简介：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资料，共分为六
个部分：综述，城乡住户调查综合资料，主要年
份分组资料，各地区主要年份城乡居民收支情况，
各地区城乡住户调查主要情况，城乡住户调查方
案和指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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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查及调查统计资料
年鉴名称：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
内容简介：反映我国各类基本单位情况的资料性

工具书。全书包括两个部分，即全国各类法人单
位、各类企业法人单位按地区、国民经济行业、
登记注册类型、营业状态等进行各种分组汇总的
综合资料。
资料名称：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编者单位：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2 年 8 月
内容简介：反映我国人口发展阶段性（每十年逢
零进行人口普查），最全面最丰富翔实的权威性
资料。资料包括普查表短表和长表项目的汇总数
据，反映了全国各地区人口基本状况，人口年龄
性别、民族、迁移、受教育程度、经济活动、婚
姻家庭、生育死亡和住房等，还包括普查的有关
规定和文件。
资料名称：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编者单位：国务院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三 历史数据资料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 年 2 月

资料名称：辉煌的“十一五”（2006-2010）

内容简介：反映我国人口发展在两次普查间（每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十年逢 5 进行 1% 人口抽样调查）调查样本量最
大、最丰富翔实的人口资料。资料反映了全国人
口基本状况，人口年龄性别、民族、迁移、受教
育程度、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死亡和住房
等，还包括了 1% 人口抽样调查有关规定和文件。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资料名称：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9 月
内容简介：全国及各省（区、市）2010 年大中型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主要统计数据。
分为十个部分：
工业企业 R&D 及相关活动主要指标、企业基本
情 况、R&D 人 员 情 况、R&D 经 费 情 况、R&D
项目情况、企业办研发机构情况、新产品开发及
生产情况、自主知识产权及相关情况、政府相关
政策落实情况、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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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1 年 7 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为全面展示“十一五”期间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而编辑的一部
综合性统计资料书籍，包括主要指标统计图、
“十一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以及
统计资料三个部分。
资料名称：新中国 60 年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 年 9 月
内容简介：本书以翔实的统计数据和丰富的文字

资料，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
防、外交等方面系统地展示了新中国诞生以来的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是献给建国六十周年的一
份很有意义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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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名称：大发展 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七大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 年 9 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全国广大统计工作者向党的

十七大胜利召开的献礼，全书由统计图篇、发
展成就篇和统计资料篇三部分组成。全部资料以
2002 年为基期，2006 年为报告期，集中展示了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四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了解和掌握党的十六大以
来我国实现大发展、大跨越的重要参考资料。
资料名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 年 6 月
内容简介：2004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
家统计局和各地区统计局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对
2004 年 GDP 进行了重新核算，并按照国际惯
例对 2004 年以前年度的生产法 GDP 和支出法
GDP 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修订。该书汇集了修
订后的资料，主要内容包括：全国 1952-2004 年
生产法和支出法 GDP 历史数据，分地区 19932004 年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 GDP 历史数据，
年度 GDP 历史数据修订方法。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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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方统计年鉴
表 1：2011 年主要省份统计年鉴出版情况
资料名称：北京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8 月
内容简介： 真实记录了北京市 2010 年经济社会
发展变化情况，是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北京、认
识北京的重要资料工具书。全书分为文章选编和
统计表两部分。第一部分登载了《北京市第二次
全国 R&D 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和《北京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部分统计表包括综合，国民经济核算，人口
与就业，能源、资源和环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和房地产开发，财政与税收，价格指数，人民
生活，城市公用事业，农村及农村经济，工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对外经济贸易，旅游业，金融和保险，教
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社区、
政法及其他，第三产业，企业调查资料和消费者
信心指数，开发区，共 24 细目。
资料名称：天津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天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8 月

资料名称：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2-2005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 年 2 月
内容简介：2004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
家统计局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对 2004 年 GDP 进
行了重新核算，并对 2004 年以前年度的 GDP
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为使季度数据与年度数据
保持衔接，又对季度 GDP 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该书是季度 GDP 历史数据修订结果的汇编。主
要内容包括：1992-2005 年季度 GDP 核算数据，
根 据 季 度 GDP 数 据 绘 制 的 图 表， 季 度 GDP 历
史数据修订方法，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美国、日本、韩国 1992-2005 年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数据。
资料名称：中国宏观经济 2012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3 月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国家统计局局长对我国社

会经济的权威解读、统计局季度月度经济形势分
析报告、统计局局长及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
进度数据等内容，以文字和数字的形式反映了
2012 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度、季度、月度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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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全面反映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情况的大型资料性年刊，收录了天津市 2010 年
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其他重要历
史年份的全市主要统计数据。此外，还登载了
《2010 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0 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形势分析》、《2010
年天津社会发展报告》、《天津市 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乘风破浪 阔
步前进——天津市“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等一系列反映“十一五”时期天津市各行业发展
成就的分析文章。
资料名称：山西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山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7 月
内容简介： 收录了全省和各市、县、各部门 2010
年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是一部全
面反映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年
刊。全书分为 20 个篇章：综合，人口、劳动工资
和社会保障，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能源，物
价，人民生活，农村经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
输、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
旅游，财政、金融和保险，教育、科技，文化、体育、
卫生、环保，城市概况，地市篇，县市篇，企业篇。
注 以上为 2011 年出版的省级统计年鉴的代表资料，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公开出版了统计年鉴，每年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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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1 年主要地市（县）统计年鉴出版情况

五 统计科普资料

资料名称：厦门经济特区年鉴
编者单位：厦门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8 月
内容简介：以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系统详细的专业

资料，全面详实地反映厦门市 2010 年社会经济
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八个部分：特载 . 文
献，全市概况，各区概况，部门与行业，
“十一五”
专题，统计资料，法规规章文件，大事记。
资料名称：青岛统计年鉴

资料名称：中国统计热点问题解读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9 月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相关典型案例和统计改革举
措，对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 GDP、CPI、房价、
居民收入与支出等统计热点问题，从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角度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解答，文字
生动、事例鲜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社
会公众学习统计知识、把握统计原理的重要辅
助材料。

编者单位：青岛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

资料名称：中国主要统计指标诠释（第二版）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

出版时间：2011 年 7 月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内容简介：全面反映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出版时间：2013 年 9 月

情况、信息高度密集的资料工具书。全书共包括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中国政府统计体系、现行
中国统计调查制度以及解读统计数据的思路和
方法，诠释了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经济社会统
计指标，为社会公众学习统计科学，了解主要
统计指标的涵义、统计方法，准确使用统计数
据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发展成果图、统计公报、统计表、附录四部分。
其中，统计表部分收录了 2010 年青岛市经济和
社会等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建国以来重要年
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统计数据。
资料名称：深圳统计年鉴
编者单位：深圳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8 月
内容简介：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深圳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情况，主要指标着重反映了 2010 年深
圳市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反映了
深圳建市以来历年统计数据。统计资料分为 20
个部分：综合，国民经济核算，人口和劳动力，
工业、能源，建筑业，运输、邮电，农业，固定
资产投资，房地产，商业、物价，财政收支，金
融保险业，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劳动工资，科
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资料名称：生活中的统计学
编者单位：中国统计杂志社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9 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为配合第一届“中国统计开放

日”以及联合国首届“世界统计日”宣传活动而
编辑出版的旨在普及统计知识的通俗读物。文章
遴选自《中国统计》杂志自 1999 年至 2010 年
开辟的“海外掬粹”、“生活中的统计学”等栏
目的优秀文章，用奇妙的构思，生动活泼的语言，
将人们在投资、消费、婚恋、经商、求职等日常
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方方面面，用富于哲理的故事
把其中蕴含的统计学原理和统计思想表达出来，
从而使社会公众从中获得统计学的思维训练，掌
握用统计学的观点看待生活的钥匙。

利业，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企业景
气调查。

资料名称：走近 CPI
编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注 以上为 2011 年出版的省级统计年鉴的代表资料，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公开出版了统计年鉴，每年进行更新。

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10 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从概念解读、编制解读、实用
解读三部分对 CPI 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介绍，共回答了什么是 CPI、为什么要编制
CPI、我国 CPI 调查工作发展历史等 65 个公众
关注的问题，是社会公众深入了解 CPI 统计知
识的科普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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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7号
邮政编码：100826
数据咨询电话：010-68520066、68576320
网址：http://www.stats.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