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内容解读

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从源头上规范统计调查活动。开展统计调查活

动既要满足国家宏观决策对统计资料的需求，又要切实

减轻统计调查对象的负担，提高统计调查的有效性和质

量。为兼顾好两方面的利益，条例从五个方面作了规定，

包括夯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尽可能

减轻统计调查对象的负担，严格要求统计调查项目的制

定，明确统计调查项目审批和备案的程序、条件和时限，

以及明确国家统计标准的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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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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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单位：亿元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4.5

固定资产投资 —— 6.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3.8 5.2

财政总收入 54.9 5.8

#地方财政收入 31.6 4.5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3.4 23.1

期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528.2 28.0

#储蓄存款 249.0 14.1

期末金融机构各本外币贷款余额 434.0 33.3

注：因投资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和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调整，

投资和工业数据仅体现增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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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与销售

单位：亿元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一、工业总产值 1758.60 14.1

1、轻工业 16.29 -24.2

重工业 1742.31 14.7

2、国有企业 5.41 4.1

集体企业 — —

股份合作企业 — —

股份制企业 1414.95 14.1

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 338.15 14.4

其他企业 0.10 -53.0

3、不锈钢制造业（镍合金） 1481.20 14.0

电机电器及器械 106.09 18.9

铸造 71.59 3.8

船舶修造 8.90 -17.9

食品行业 0.44 -42.7

茶叶行业 5.89 -27.7

其他行业 84.50 33.6

二、工业销售产值 1724.88 16.4

#出口交货值 38.17 14.4

三、工业产品销售率(%) 98.08 1.93

注：工业总产值等指标增幅均按现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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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单位：亿元

单位
1-9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企业单位数 个 238 —

#亏损企业 个 62 —

企业亏损面 % 26.1 —

营业收入 亿元 1598.76 19.1

营业成本 亿元 1562.15 21.4

销售费用 亿元 8.49 -0.7

管理费用 亿元 7.81 6.6

财务费用 亿元 5.07 -6.9

利润总额 亿元 12.18 -62.3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亿元 5.56 131.7

应收账款 亿元 99.54 93.7

产成品 亿元 116.16 -2.8

资产合计 亿元 800.91 17.1

负债合计 亿元 528.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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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单位：万元、个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一、本年完成投资(含房地产、含铁路高速公路) —— 6.9

#项目投资(含铁路高速公路) —— 15.6

5000 万元以上 —— 15.5

5000 万元以下 —— 15.7

#房地产开发投资 198534 -24.2

民间投资(含房地产） —— 9.9

基础设施投资(含铁路高速公路) —— -21.0

二、新增固定资产 —— 31.6

三、按三次产业分 0.0

第一产业 —— -23.7

第二产业 —— 58.4

#工业投资 —— 58.4

第三产业 —— -16.3

四、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 3.2

其中：本年新开工项目 —— 32.0

五、施工项目个数 226 0.4

其中:本年新开工 107 9.2

六、商品房屋销售面积（平方米） 240430 -46.8

七、商品房销售额 152548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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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收 支

单位：万元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财政总收入 548882 5.83

#税性收入 469889 4.53

#地方财政收入 316039 4.45

税性收入 237046 1.56

#企业所得税 78993 15.24

农业“两税” 433910 23.11

非税收入 62640 40.28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8216 1.61

#一般公共服务 110630 50.92

公共安全 1817 -76.39

教育 84431 28.85

科学技术 21663 48.63

社会保障和就业 6604 14.41

卫生健康 15084 -1.83

节能环保 47738 -1.99

城乡社区 548882 5.83

农林水事务 469889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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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

10 月末

余 额

比上月末

增 加 额

比年初

增加额

比上年
同 期
增长(%)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 5282073 48331 1056588 28.0

#储蓄存款 2490431 -48011 308462 14.1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 4339623 12703 827891 33.3

#中国工商银行 711667 5166 159229 54.6

中国农业银行 810160 -10312 319240 66.0

中国银行 509223 -1411 49787 10.9

中国建设银行 620704 -6420 172684 53.6

兴业银行 186245 14047 -80633 17.0

农信社 728051 1220 78308 13.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190220 103 31996 19.3

农业发展银行 478846 -1279 48853 13.5

海峡银行 144524 1311 35053 22.7

村镇银行 29982 278 3373 14.3

注：农信社 8 亿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不计入全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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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月分乡镇规上工业产值

单位：亿元

乡 镇 总 量 同比增长％

福安经济开发区 54.2 5.2

城南街道 — —

城北街道 4.0 -5.6

阳头街道 3.1 12.3

赛岐镇 1.8 11.1

穆阳镇 0.5 -8.7

上白石镇 — —

潭头镇 0.2 3.4

社口镇 4.5 -8.5

晓阳镇 0.3 -7.3

溪潭镇 9.8 -9.2

甘棠镇 11.3 -7.4

下白石镇 7.0 4.5

溪尾镇 — —

溪柄镇 3.1 4.9

湾坞镇 1598.6 16.3

城阳镇 50.9 -10.8

坂中乡 7.4 -7.7

范坑乡 — —

穆云乡 — —

康厝乡 1.9 10.4

松罗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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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月分乡镇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万元

乡 镇 同比增长％

福安经济开发区 10.8

城南街道 10.7

城北街道 -41.1

阳头街道 -29.7

赛岐镇 -12.7

穆阳镇 -12.4

上白石镇 42.7

潭头镇 39.3

社口镇 -58.5

晓阳镇 3.7

溪潭镇 17.4

甘棠镇 -21.6

下白石镇 43.6

溪尾镇 -8.3

溪柄镇 -20.8

湾坞镇 67.5

城阳镇 13.7

坂中乡 -35.3

范坑乡 8.6

穆云乡 -22.4

康厝乡 -0.3

松罗乡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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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25.9

东侨开发区 —— 32.9

蕉城区(含东侨) —— 31.5

蕉城区(不含东侨) —— 30.4

福安市 —— 4.5

福鼎市 —— 27.1

霞浦县 —— 152.6

古田县 —— 12.8

屏南县 —— 176.8

寿宁县 —— 3.0

周宁县 —— 111.7

柘荣县 —— 0.6

二、固定资产投资 —— -0.3

东侨开发区 —— -20.2

蕉城区(含东侨) —— -10.2

蕉城区(不含东侨) —— -5.2

福安市 —— 6.9

福鼎市 —— 6.9

霞浦县 —— 11.2

古田县 —— 23.0

屏南县 —— -26.9

寿宁县 —— 14.2

周宁县 —— -27.4

柘荣县 —— 20.5

注：因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调整及投资制度改革，工业和投

资数据仅体现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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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52.78 4.1

东侨开发区 — —

蕉城区(含东侨) 145.50 4.7

蕉城区(不含东侨) — —

福安市 143.75 5.2

福鼎市 168.44 -0.5

霞浦县 92.01 6.0

古田县 83.00 5.5

屏南县 37.50 9.1

寿宁县 27.91 4.4

周宁县 24.17 6.1

柘荣县 30.50 4.9

四、公共财政总收入(不含基金收入) 225.99 12.2

东侨开发区 48.49 31.4

蕉城区(含东侨) 100.62 26.6

蕉城区(不含东侨) 52.13 22.4

福安市 54.89 5.8

福鼎市 29.03 -0.2

霞浦县 -6.28 30.5

古田县 9.46 1.4

屏南县 3.46 -9.7

寿宁县 4.39 -7.3

周宁县 2.89 7.2

柘荣县 4.8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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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五、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134.75 10.3

东侨开发区 25.29 28.8

蕉城区(含东侨) 50.14 20.4

蕉城区(不含东侨) 24.86 12.8

福安市 31.60 4.4

福鼎市 18.54 -4.2

霞浦县 2.42 36.3

古田县 7.39 16.2

屏南县 2.59 -5.2

寿宁县 2.79 -7.2

周宁县 2.53 10.1

柘荣县 3.22 5.7

六、实际利用外资(验资口径)

东侨开发区

蕉城区(含东侨)

蕉城区(不含东侨)

福安市

福鼎市

霞浦县

古田县

屏南县

寿宁县

周宁县

柘荣县

注：因实际利用外资统计口径调整，故无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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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同期

增 长(%)

七、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3347.71 26.0

东侨开发区 — —

蕉城区(含东侨) 1350.33 29.5

蕉城区(不含东侨) — —

福安市 433.96 33.3

福鼎市 625.21 13.0

霞浦县 377.38 41.0

古田县 214.45 14.7

屏南县 99.68 8.9

寿宁县 92.47 45.8

周宁县 94.18 27.1

柘荣县 60.0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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