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窺蕪街商努圧襲催

畢商条規字〔2019〕1号

手京省商第庁美子廃止《手‾京省対外斑易

経済合作庁井笈区銃叶制度が（2008年）

的通知

各地銀以上市高弁主管部）、1：

為遊一歩加張親藩性交件的管理，根据《手京省人民政府法

制み公宣子京省友展和改革委員会夫子遊一歩明桶渉及戸板保

拝的祝事親油性文件清理工作車宜的通知が（卑府法〔2018〕54

号）的要求，我庁決定慶止《「京省対外貿易姿済合作庁井笈区

統計制度》（2008年）。親子以公布，目安布之自走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某省対外貿易姿済合作

年）

制度》（2008

一皿－



公井方式：主劫公井

抄蔓：本庁法規敗、外涛姑

［共時28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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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一一、－‾京省対外貿易窪済合作庁

井笈区銃甘制度

日　東

一、患則

二、銃甘蒲団

三、統計報表及其管理

四、統計机相和統計人員

五、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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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患則

（一）カ准鶴、及吋、全面反映本省井笈区情況，科学、有

敷地組鋲仝省井笈区統計工作，依据《中華人民共和国統計法が

及其実施細則，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新称井友区是指省級以上冬美井笈区，主要包

括：国家級姿済接木井笈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省級姿流汗

笈区等通過国家事核的冬美井笈区，不包括国家級和省級高新

区。

（三）井笈区銃廿的基本任奔走：通遺対井友区区内生戸、

貿易、投資、致益、井笈等方面的情況遊行系統的銃甘調査、銃

汁分析和実施銃叶監督，准桶、及吋、全面地反映本省井笈区笈

展建攻情況，カ省委、省政府及省有美部口宏規峡策、姿済管理

及各井笈区画約倍息交流提供統計値息、盗淘和服努。

（四）本制度通用干本省行政区域内名園分院或省人民政府

批准段立的冬美井友区的銃汁及其管理。

（五）各単位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国銃甘法が及本制度的

規定，提供統計資料，不得虚報、端扱、拒扱、返報，不得偽造，

築政。

（六）省対外貿易盆済合作庁是全省井笈区統計的主管部

口，負貴全省井友区銃計数控的氾l鴬、、加工、友布和対外交流。

二、銃甘蒲団

（一）井笈区的統計蒲団主要包括井笈区四至蒲団的笈展建

投情呪，区内企並生戸、服斉、貿易、投資、致益、投資、井笈

等方面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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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井笈区内工商注樹企並均別人統計蒲団。

三、銃甘披表及其管理

（一）井笈区銃汁叔表由井笈区管委全壊扱。井笈区管委会

位按本制度規定，按吋氾患、編制、叔送本井友区銃打抜表，同

吋倣好有夫銃汁資料的整理工作。

（ニ）井笈区銃打抜表在撒送省対外貿易名流合作庁的同吋

扱送所在市的井笈区主管部一丁

（三）各市的井笈区主管部rl江患本市井笈区報表后，扱省

対外貿易名流合作庁，同吋抄送同級銃汁局；省対外貿易姿済合

作庁江患后将集束抄送省銃甘局。

（四）統計扱表未収半年叔表的方法。当年7月10日和次

年1月10日之前分別抜出上半年和全年的統計叔表；各市井笈

区主管部白油患后子7月15日和1月15日之前通過由子同線扱

送省対外貿易盗済合作斤，同吋扱送妹本。

各井笈区只笈井笈区銃基1表，各市井笈区主管都子1夏井笈

区銃綜1表、井友区銃綜2東和井笈区銃鋳3表。

（五）井笈区管委会要傲好銃汁資料的硝薬整理和保管工

作。

（六）省対外貿易姿済合作庁建立数据庫，対仝省井笈区銃

計数据遊行系銃管理。

四、銃甘机杓和銃甘人員

（一）各市井笈区主管部日和各井笈区管委会要加強丸井笈

区統計工作的領尊，根据工作需要設立統計机杓或醜名古歌（兼

琳）銃汁人員，保持銃汁人員的相対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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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統計人員必須異存乱行統計任各所欝的手並知珠。各

界笈区管委会和各市井笈区主管部rl要加強対銃甘人員的亜各

培洲。

（三）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国統計法》的有夫規定，井笈区

銃汁人員石板要求有夫単位和人鵡口実提供銃甘資料；看板核査

統計賛料的准桶性，要求改正不桶実的統計質料；看板向有夫部

口松草統計工作中道法遠視的行為。

（四）銃汁机杓、銃汁人員対属干国家机密、高地秘密的統

計資料負有保密又各。

五、附則

（一）井笈区銃汁貨市単位，陳述、出口敏和利用外賛金額

其方美元，其余為人民両方元，需折算吋按《各科貨市対英元統

一折算率表》執行。

（ニ）各科板東扱送吋同的最庸一富力国家法定常倣日，其

搬送吋同相庄順延致市債日后的第一今工作日。

（三）外商投資按照商各部、国家統計局笈布的《外商投資

統計制度》遊行統計。

逃出日額的統計，按清美有夫統計制度遊行統計。

（四）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執行。

附件：1．井笈区統計制度指梼解稗

2．井友区統計扱表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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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井笈区銃汁制度指椋解樺

1．地区生戸患値：披告期内井笈区併有常住単位生戸活功的

最葵成果。人生戸角度現，セ是第一、第二、第三戸並的増加値

之和。

2．エ並増加値：扱告期内工並企並全部生戸治効的息成果抽

除了在生戸道程中消耗或特移的物庚戸島和男条件値后的余額，

是企也生戸道程中新増加的仇値。エ亜生戸活功包括対自然姿源

的井采，対衣副戸島的加工、再加工；対果糖品的加工、再加工

和対工池島的修理、翻新。

3．外商抜放企並：指中外合探査菅企也、中外合作姿菅企也、

外商独資企也、外面投資般紛制企並和典七外商直接投資企並。

4．エ並企池戸品舗曾収入：指叔告期内工亜企並只管本企亜

生戸的工池島或提供工亜性芳養活功等主要姿菅地券取得的収

入息額。“三資”企地類按企並的会計扱表中的戸島舗偉収入減

去折抽折辻后的戸島只管浄額填列。

5．財政収入：指井笈区財税軸、高良告期内在井笈区蒲園内集

中的財政資金。主要包括各項税収、舌頭収入（包括征杖排汚費

収入、征収城市水資源費収入、教育附加費収入等）、土地収入、

其他収入（包括基本建攻貸款匠述収入、基本建設収入、捕贈収

入）等。

6．一般預算収入：是通辻一足的形式和程序，有井刺有塩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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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由国家支配的納入預算管理的資金。

7．税収収入：不包括芙税和浩美代征的其他税収（遅日貨物

増値税、遅日貨物消費税）

8．国税征収蒲団：

（1）増値税：指対在職国境内八尋只管貨物或提供加工、

修理修離党各以及遅日貨物的単位和合人耕具増値教徒牧的一

種税。

（2）消費税：是指対在職国境内八尋生戸、委托加工、遊

口座税消費品的単位和全人就共産税消費品的舗倍額或只管数

量征収的一種税。

（3）中央企並所得税：指中央所属企並按其利潤息教徒杖

的一租税。

（4）渉外企並所得税：指渉外企並（主要指外商投資企並）

按其利潤，l鴬、教徒収的一租税。

9．地税征収蒲団：除増値税、消費税、中央企並所得税、渉

外企地所征税以外所有税法規定的税秤目前部由地税局征収。

（1）哲也税：是指対在職国境内提供位税弟分、特辻元形

賛声域舗停不功声的単位和小人，按其取得収入征収的一租税。

（2）城市維押建堤税：指按増値税、消費税、哲也税実数

税額的一定比例計算征収，そ用干城市推押建没的一種税。

（3）企並所得税：除中央企並、渉外企也以外的企並，按

其利潤患額征牧的一種税。

（4）印花税：指対姿済活功和姿済交往中華立、領更的免

逓征収的一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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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地増値税：指対有償特辻土地使用板，地上建筑物

及其附着物的単位和小人，耕具屠地声特記収入的増値部分按超

額累計税率征収的一種税。

（6）幸船使用税：指対摘有井使用車船的単位和合大技位

税幸船的和英咄位実行定額征収的一種税。

（7）唐戸税：指以唐戸刃租税対象，按屠屋的叶税余値或

出租廃屋的租金収入，向房屋的併有人征牧的一種税。

（8）固定資戸投賛方向凋市税：指対遊行固定投資的単位

和全人，按投資項目実陳完成的投資額，釆取不同比例生戸税率

征収的一種税。

（9）資源税：対在中国境内八尋す戸島井釆和生戸藍的単

位和小人征収的一租税，以自然淘汰和各級差収入為征収対象。

（10）城鎮土地使用税：対在城鎮和工矛区使用土地的単位

和合人，就土地画稿按規定的税額征収的一租税。

10．逃出日額：指報告期内井笈区注樹企亜美陳逃出我国国

境的貨物患金額，以浩美銃片刃准。南新技木戸品主要包括生物

接木、生命科学接木、光虹技未、計算机与通訊接木、由子技木、

計算机集成制遣接木、材料接木、航空航大技木和典他接木戸島。

11．固定資戸投資：指扱告期内以貨市表現的建造和灼畳固

定資戸活功的工作畳以及卓也有美的費用，分力基本建攻投資、

更新改進投資、房地戸井笈投資和典七固定資戸投資四小部分。

12．土地井友投賛：包括井笈区対土地前期井笈（征地荻灼

畳、折辻等）井対土地遊行道路、給水、排水、供屯、供熱、供

与、通帆等工程建設及土地平整（筒称七通一平）等併完成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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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額；将生地交刃熟地的道程併完成的投資額；根据統一規則対

旧城区政達磨遊行的“七通一平”工程併完成的投資額。未遊行

井友工程，只遊行単純的土地交易治効不作為土地井笈投資統

計。

13．基本建投投資：指企並、事並、行政単位以打大生戸能

力或工程数益力主要目的的新建、抗建工程及有夫工作的投賛。

包括：（1）列入中央和名級地方本年基本建設汁刺的建段項目，以

及員未列入本年基本建坂井刺，但使用以前年度基建打刻内緒特

投資（包括利用基建攻各材料）在本年継袋施工的建投項目；（2）

本年基本建段甘利内投資与更新改造打刻内投賛集合妾排的新

建項目和漸増生戸能力（或工程数益）迭到大中型項目椋唯的拝

建項目，以及為政安生戸力布局面遊行的全「性迂建項目；（3）国

有単位既未列入基建打刻，也未別人更新改造打刻的患投資在

50万元以上的新建、抗建、快夏項目和為政更生戸力布局面遊

行的全「性迂建項目，以及行政、事並単位増建地表用度和行政

単位増建生活福利没砲的項目。

14．合同外資金額：指報告期内批准遊区的外商投資企並合

同、車種中規定的外国投資者乱数的出資額。合同外資金額的計

算方法，按照新的《外商投資統計制度》遊行（詳兄《特笈商各

部、国家統計局夫子印友く外商投賛統計制度〉的通知》，畢外壁

貿加字［2004］3号）。

15．実陳使用外資金額：指扱告期内外国投資着実隔投入企

並的注規資本。按照新的《外商投資銃甘制度が遊行（尊兄《特

笈商各部、国家銃汁局夫子印安く外商投資統計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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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姿貿加字［2004］3号）。

16．已井笈画稿：指扱告期内井笈区新増加実隔井笈面穂。

即已全面完成基拙攻施建攻，実現“七通一子”的土地画稿。迭

到“七通一平”吋填披已井笈画稿，井友画稿不重麦汁算。

17．已建工並項目用地面穂：指井友土地南稚内井工建没的

工並項目用地面穂。

18．期末全区人並人員：指全区人事一足社会党功井取得労

功報酬或姿菅収入的人員，按期末吋実除数填扱。

一日＿



附件2

非役区銃汁搬表日豪
mm、rm　　　、　　　　、、へ“へへ

披表名称　　i披告期

没区銃塞1表層笈睦銃汁表　　　普年、全軍

押笈直線綜i表岡家飯井友厚雛上表洋年、全軍
i

r、mm“m　‥mmm、一mmi‾、－m“、｛mm、m

擁獅銃約表巌般醐＿訂結飴
i∴∴∴∴；

昇段区続編3表 各奨井皮膚統iI表；半年、合宿

填披単位

各昇段産

搬出師岡

7月10日，次年1月10日

各市井笈区主管部rl　け月15日，次年1月15日

各市算段区主管鶏口 7月15日言欠年1月15日

各市升笈区主管部白　け月15日，次年1月15日
ui

各井笈区只須填報井笈区銃基1表，各市井笈区主管部rl填

扱井笈区銃緒1表、井笈区筑紫2東和井笈区銃鋳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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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服昇段区：

井笈Iズイ輔車：

井友区統計表
表　　号：井炭塵銃基1表

制表机芙：I、雷省対外貿易経済合作庁

批准机芙：「”在省統計局

批准文号：

指癌名　称 侘8�I%�犬�本湖東陳 儂Hｸ颯�:�ｩ�ﾘ痔ｲ��祷�X�X�｢�

地医生戸息値 冓ﾈﾋ2� ��

英中：第二平地 冓ﾈﾋ2� ��

第三平地 ��Iiﾈﾋ2� ��

工批増加値（現伶） 冓ﾈﾋ2� ��

其中：外商投贋企批 冓ﾈﾋ2� ��

南新披木企亜 冓ﾈﾋ2� ��

工亜企地声品鋼管収入 冓ﾈﾋ2� ��

財政収入 冓ﾈﾋ2� ��

巽中：地方一一一一一一・般預算収入 冓ﾈﾋ2� ��

税収収入 冓ﾈﾋ2� ��

具申：外商投資企此 冓ﾈﾋ2� ��

出仕芭額 俘餔ﾈﾋ2� ��

其中：机亀戸品出口額 冓ﾉOﾈﾋ2� ��

高競技木戸品出口額 冓ﾉOﾈﾋ2� ��

週日息額 冓ﾉOﾈﾋ2� ��

英中：机亀戸晶逓出獄 冓ﾉOﾈﾋ2� ��

南新披木戸品迦口額 冓ﾉOﾈﾋ2� ��

本期完成固定淡辛投資 冓ﾈﾋ2� ��

其両　壁本建没投資 冓ﾈﾋ2� ��

土地井笈投資 冓ﾈﾋ2� ��

漸増企此数（牒洞） 俑�� ��

其中：外商投資企批（期日） 俑�� ��

投資息額1000万実兄以上企亜（項目） 俑�� ��

合同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交際使用外盗金額 冓ﾉOﾈﾋ2� ��

肪年累計合同外資金額 冓ﾈ活ﾋ2� ��

房年累計実際使用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期末史審査批数 俑�� ��

真申：外商投資企減数 俑�� ��

高新技宋企批数 俑�� ��

栃年累一汁己井段上地面秩 兌ﾙ_ｸﾏiz"� ��

其l車　己避工地頭日用地面秩 兌ﾙ_ｸﾏiz"� ��

期末全区八批人員 ��ﾂ� ��

填衆人：　　　　　単位魚売人：　　　　　屯涛：　　　　　　　披出目期：

－13－



注意単位：

地方代碍：

市国家坂井友区統計江患哀
表　　号；打笈区筑紫1衣

制表机芙：I’《朱雀対外貿易経済合作庁

批准机芙；「糸省銃廿局

批准文号，

推称　名　称 偖ﾈ�|ｩ%�犬�本湖東陳 儂Hｸ颯�:�ｩ�ﾘ自/�������X��,ﾂ�

地区星亨息値 冓ﾈﾋ2� ��

英中：第二平地 冓ﾈﾋ2� ��

第三平地 冓ﾈﾋ2� ��

上北増加値（現伶） 冓ﾈﾋ2� ��

其中：外商投資企批 冓ﾈﾋ2� ��

南新接木企批 冓ﾈﾋ2� ��

工亜企池戸品鏑偉収入 兩ｸﾋ2� ��

財政収入 冓ﾈﾋ2� ��

黄巾：地方一般預算収入 冓ﾈﾋ2� ��

税収収入 冓ﾈﾋ2� ��

黄巾：外商投資企亜 冓ﾈﾋ2� ��

出口息額 冓ﾉOﾈﾋ2� ��

真申：祝せ辛品出口額 冓ﾉXxﾋ2� ��

南新技木戸品出口額 冓ﾉOﾈﾋ2� ��

週日息額 冓ﾉOﾈﾋ2� ��

其中：机亀戸品避日額 冓ﾉOﾈﾋ2� ��

南新技木戸品遭日額 冓ﾉOﾈﾋ2� ��

本期完成固定資辛投資 冓ﾈﾋ2� ��

典両　壁本建没技資 冓ﾈﾋ2� ��

土地井笈投資 冓ﾈﾋ2� ��

漸増企此数（。項目） 俑�� ��

其中：外商投資企亜（期日） 俑�� ��

投資息額1000万実兄以上金地（項目） 俑�� ��

合同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夷隅使用外淡金額 冓ﾉOﾈﾋ2� ��

肪年薬缶合同外資金額 冓ﾉwHﾋ2� ��

房年累計実際使用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期末共有企減数 俑�� ��

真申：外商投資企li．立教 俑�� ��

南新技宋企亜数 俑�� ��

坊年累汁己非役土地面秋 兌ﾙ_ｸﾏiyﾒ� ��

興宮：己建工地頭日用地面税 兌ﾙ_ｸﾏiz"� ��

期末全区八批人員 ��ﾂ� ��

国家飯井笈区全数 俑��

墳表人：　　　　　単位負英人：　　　　　重商：　　　　　　　搬出日期；

－14－



江息単位：

地方代碍：

市省坂井友区統計江患表
表　　号；井笈区銃第2哀

調表机芙：子一糸省対外貿易縫済合作庁

批准机芙；r∵朱雀銃汁局

批准文号；

指癌名　称 偖ﾈ�|ｩ%�犬�本期交際 儂Hｸ颯�:�ｨ�o"����8�｢�

地区室戸息値 冓ﾈﾋ2� ��

其中：第二平温 冓ﾈﾋ2� ��

第三平地 冓ﾈﾋ2� ��

工亜増加値（．現伶） 冓ﾈﾋ2� ��

其中：外高投資金地 冓ﾈﾋ2� ��

南新技木企批 冓ﾈﾋ2� ��

工批企肱宮馬絹岱収入 處ﾘﾋ2� ��

財政収入 冓ﾈﾋ2� ��

巽中：地方一一一般預算収入 冓ﾈﾋ2� ��

税収収入 冓ﾈﾋ2� ��

其中：外商投資企地 度ﾘ(ﾋ2� ��

出口息額 俘餔ﾈﾋ2� ��

真申：机也芦品出口額 冓ﾉOﾈﾋ2� ��

南新技木戸品出口額 冓ﾉOﾈﾋ2� ��

週日恩顧 處ﾘ��ﾅ｢� ��

其中：机屯芦品逆上I撒 冓ﾉOﾈﾋ2� ��

南新披木戸晶週口額 冓ﾉOﾈﾋ2� ��

本期完成固定資辛投資 冓ﾈﾋ2� ��

真申：基本連枝投資 冓ﾈﾋ2� ��

土地井笈投資 冓ﾈﾋ2� ��

漸増企此数（．項目） 俑�� ��

其中：外商投資企）1、k（頬白） 俑�� ��

投資息額1000万実売以上企批（項目） 俑�� ��

合同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夷隅使用外淡金額 冓ﾉOﾈﾋ2� ��

肪年紫汁合同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厨年累計実際使用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期末英有企批数 俑�� ��

其中：外菌投資企此数 俑�� ��

南新接木企冊数 俑�� ��

坊年累計己井段上地面秋 兌ﾙ_ｸﾏiyﾒ� ��

興宮：己建工地頭日用地面税 兌ﾙ_ｸﾏiyﾒ� ��

期末全iX八批人員 ��ﾂ� ��

省飯井友は全数 俑��

填表人：　　　　単位負売人：　　　　屯品　　　　　　　服地用期：

－15－



江息単位：

地方代碍：

市各蓑坂井友区統計江患哀
表∴∴号：昇段南銃築3表

制衰机英日’《在省対外貿易経済合作庁

批准机芙：「架省統計局

批准文号；

推称　名　称 偖ﾈ�|ｩ%�犬�本期交際 儂Hｸ颯�:�ｩ�ﾘ�Tｲ����8�｢�

地区室戸息値 冓ﾈﾋ2� ��

其中：第∴平地 冓ﾈﾋ2� ��

第三平地 冓ﾈﾋ2� ��

工減増加値（現伶） 冓ﾈﾋ2� ��

其中：外商投資企批 冓ﾈﾋ2� ��

南新技木企批 冓ﾈﾋ2� ��

工批企帖‾需品鏑偉収入 冓ﾈﾋ2� ��

財政収入 冓ﾈﾋ2� ��

其中：地方一般預算収入 冓ﾈﾋ2� ��

税収収入 冓ﾈﾋ2� ��

具申：外商技淡企地 冓ﾈﾋ2� ��

出口恩顧 俘餔ﾈﾋ2� ��

其中：机畦辛品出口額 冓ﾉXxﾋ2� ��

高競技木戸晶出口額 冓ﾉOﾈﾋ2� ��

週日息額 冓ﾈ��ﾅ｢� ��

其中：机屯芦品逆目轍 冓ﾉOﾈﾋ2� ��

南新技木戸品遭日額 冓ﾉOﾈﾋ2� ��

本期完成固定淡辛投資 冓ﾈﾋ2� ��

其中：基本建破損滋 冓ﾈﾋ2� ��

土地井笈投資 冓ﾈﾋ2� ��

漸増企減数（項目） 俑�� ��

其中：外商投資企批（項目） 俑�� ��

投資息額1000万美元以上企枇（項目） 俑�� ��

合同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英陪使用外奨金額 冓ﾉOﾈﾋ2� ��

肪年累計合同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坊年累計実際使用外資金額 冓ﾉOﾈﾋ2� ��

期末女帝企批数 俑�� ��

真申：外商投資企池数 俑�� ��

南新抜本企批数 俑�� ��

粛軍累汁己丑段上地面秩 兌ﾙ_ｸﾏiyﾒ� ��

英中：己建工亜項目用地面税 兌ﾙ_ｸﾏiTﾂ� ��

期末全区夙亜人員 ��ﾂ� ��

昇段匿全数 俑��9�I(h�hﾙ�徂ｸ���ﾚ��8�ox���D��

墳表人：　　　　　単位魚貴人：　　　　　屯謡：　　　　　　　披出目期：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