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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常用统计指标计算方法及术语简介

发展速度 是反映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发展程度的相对指标，它是报告期发展水平与基期发展水平之

比，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快慢。一般用百分数（以基期水平为 100）表示，也可用系数（以

基期水平为 1）表示。由于进行对比的基期水平不同，发展速度可分为定基发展速度和环比发展速度。

定基发展速度是报告期发展水平（an）与某一固定基期发展水平（通常是最初水平 ao）之比。计算

公式为：

定基发展速度 =
a1 、

a2 、 ……
an-1 、

an
ao ao ao ao

环比发展速度是报告期发展水平与前期发展水平之比。计算公式为：

环比发展速度 =
a1 、

a2 、 ……
an-1 、

an
ao a1 an-2 an-1

这两种速度指标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而环比发展速度的连乘积，等于定基发展速度。

平均发展速度 是说明某种现象一个较长时期内的逐年平均发展变化的程度，也是一定时期内各单

位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平均数。它说明该时期内各单位时期的一般发展速度或典型发展速度。平均发展

速度有两种计算方法：水平法和累计法。

（1）水平法。即几何平均数的方法，又称几何平均法。公式为：

n an

r ＝ ao 或 Lg r ＝ n（Lgan－Lgao）

（2）累计法。又称代数平均法或方程法。这种方法的数学依据是：从最初水平出发，按照平均发展

速度发展，各期计算所得的水平之和，应等于各期实际水平之和。

设 X代表平均发展速度，则

n
aoX + aoX

２
＋aoX

３
＋…aoX

n－１
＋aoX

n
=Σai

1
n

ao(X + X
3
+ X

3
+ … X

n
)= Σai

1
n
Σai
1

化简得：X + X
2
+ X

3
+ … X

n
=

ao

将诸 ai 和 ao 代入，即可解得平均发展速度。但它的计算比较烦琐，需要利用高次方程式。实际工

作中，一般可查对现成 的《平均增长速度查对表》。

增长速度 是表明社会现象增长程度的相对指标，它是报告期的增长量与基期发展水平之比。计算

公式为：

增长速度 =
报告期水平-基期水平

=
a１－ao =

a１ - 1
基期水平 ao ao

增长速度分为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定基增长速度是累积增长量与最初发展水平之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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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为：

定基增长速度 = 定基发展速度-1 =
累计增长量

=
a1 －1，

a2 －1，
an －1

最初发展水平 ao ao ao

环比增长速度是逐期增长量与前期发展水平之比。

计算公式为：

环比增长速度 = 环比增长速度-1 =
逐期增长量

=
a1 －1，

a2 －1，
an －1

前一时期发展水平 ao a1 an-1

环比增长速度的连乘积不等于定基增长速度。如果由环比增长速度求定基增长速度，须先将各个环

比增长速度换算为环比发展速度后再加以连乘，将所得结果再减 1即得定基增长速度。

平均增长速度 是反映某种现象在一个较长时期中逐期递增的平均速度；平均发展速度是反映现象

逐期发展的平均速度。计算公式为：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计算某年到某年的平均增长速度的年份，均不包括基期年在内。如 1991 年至 1999 年平均每年增长

速度，是以 1990 年为基期，1999 年为报告期，年份从 1991 年算起，共 9年，表示为 1991-1999 年平均

每年增长多少。

增长量 是说明两个不同时期发展水平增减差额的指标。它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在一定期内增长（或

减少）的绝对量。其计算公式为：

增长量=报告期水平-基期水平

当报告期水平大于基期水平，即现象水平增长时，表现为正值；反之，现象水平下降时，表现为负

值。由于所选基期的不同，增长量分为逐期增长量和累计增长量。逐期增长量是报告期水平减去前一期

水平的差额，说明现象逐期增长的数量；累积增长量则是报告期水平与基期水平（一般是最初水平）相

减的差额，说明一定时期内的总增长量。

“倍数”倍，就是跟原数相同的数。倍数，只能用于数字的增加，不能用于数字的减少。如“增长

多少倍”、“扩大多少倍”、“提高多少倍”、都可以；但不能说“降低多少倍”、“缩小多少倍”、“减少多少

倍”。因为减少一倍就减完了，再无什么可减了。运用倍数时，还要注意词的准确。如“增加了两倍”即

原来是一，现在是三；“增加到两倍”，即原来是一，现在是二。这里的“了”和“到”不能缺少，也不

能互换。

“番”与“倍”的关系 增加一倍，就是增加 100%；翻一番，也是增加 100%。除了一倍与一番相当

外，两倍与两番以上的数字含义就不同了。而且数字越大，差距越大。如增加两倍，就指增加 200%；翻

两番；就是 400%（一番是二、二番是四，三番就八），所以说翻两番就是增加了 300%，翻三番就是增加

了 700%。“番”是按几何级数计算的，“倍”是按算术级数计算的。

计算翻番公式为：

n=[lg（报告期数÷基数）]÷l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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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表示翻番数 lg 是常用对数符号

百分数 是用一百做分母的分数，在数学中用“%”来表示，在文章中一般都写作“百分之多少”。

百分数与倍数不同，它既可以表示数量的增加，也可以表示数量的减少。运用百分数时，也要注意概念

的精确。如“比过去增长 30%”，即过去为 100，现在是“130%”；“比过去降低 30%”，即过去是 100，现

在是“70”；“降低到原来的 30%”，即原来是 100，现在是“30”。

运用百分数时，还要注意有些数最多只能达到 100%，如产品合格率，种子发芽率等；有些百分数只

能小于 100%，如粮食出粉率等；有些百分数却可以超过 100%，如产品产量计划完成情况等。

“占”、“超”、“为”、“增”的用法，“占计划百分之几”指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几；“超计划的百分之

几”，就应该扣除原来的基数（-100%）；“为去年的百分之几”就是等于或相当于去年的百分之几；“比去

年增长百分之几”应扣掉原有的基数（-100%）。

百分点 是指不同时期以百分数形式表示的相对指标（如：速度、指数、构成等）的变动幅度。例

如：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23.8%下降到 1993 年的 21.2%。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的比重，1993 年比 1992 年下降 2.6 个百

分点（21.2-23.8=-2.6）；但不能说下降 2.6%。

现价 即现行价格，也称当年价格，是指报告期的实际价格。使用这种价格计算的数字，是为了使

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互相衔接，便于考查当年社会经济效益，便于对生产与流通、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

配进行经济核算和综合平衡。

可比价格 是指在不同时期的价值指标对比时，扣除了价格变动的因素，以确切反映实物量的变化。

按可比价格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用产品产量乘某一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另一种是用价格指数换

算。

不变价格 是将历史上某一时期或时点的价格作为计算一段较长时期产品价值量的尺度。由于在一

段较长时期内的计算价格固定不变，也称作固定价格。使用不变价格的目的在于在研究以价值量表现的

产品产量变动时，不受价格变动的影响；如果全国采用统一的不变价格还可以消除地区间和企业间差价

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工农业生产的统计一直采用不变价格。这些不变价格在研究我国社

会生产的发展速度，比较以价值量计算的某些经济效益指标的变化，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不变价格

并不是永久固定不变。随着生产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增加，各种产品之间的比价不断变化，不变价格在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需要重新编定。

建国以来，我国已先后编制了五次工业产品不变价格，即 1952 年不变价格，1957 年不变价格，1970

年不变价格，1980 年不变价格和 1990 年不变价格。目前采用的是 1990 年工业产品不变价格。

两种不变价格的换算 不变价格一般都要使用较长时间，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每隔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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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或若干年后，即需要调整更替制定新的不变价格。采用新的不变价格后，如何解决历史资料对比问题？

解决的办法有两种：

－、按照新的不变价格重新计算历年的总产值。这种办法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有许多困难而不可能做

到。

二、采用系数换算法或环比指数连乘法进行换算后，即可进行对比分析。

（1）系数换算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报告年按新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换算系数

基期年按旧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换算系数=
交替年按新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交替年按旧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换算系数即新、旧不变价格的比率。实际工作中，在采用新不变价格的第一年即交替年，均采用新、

旧两种不变价格计算总产值。

（2）环比指数连乘法。计算公式如下：

（3）
报告年按新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
交替年按旧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交替年按新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基期年按旧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

上述两种方法所用资料完全相同，计算结果也基本一致。

根据以上原理，在计算不同时期的两个年度的工业、农业等生产发展速度时，一般也可采用上述基

本方法。如计算 1999 年比 1978 年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可以运用如下方法：

1999 年比
1978 年的
工业生产
发展速度

＝

1999年工业
总产值(按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

×

1990年工业
总产值(按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

×

1980 年工业
总产值(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

×100%
1978年工业
总产值(按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

1990年工业
总产值(按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

1980 年工业
总产值(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

其中，1980、1990 年为新旧不变价格使用的交替年。

价格因素的剔除 实物量指标和价值量指标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指标。同一年度生产或销售

某种产品的实物量乘以当年的价格，即转化为价值量指标；生产同样品种相同产量的实物在不同的年份

有不同的价值量。因而，尽管有时价值量有一定的增减，但实物量并没有增减。为此，就有必要剔除价

格因素，以真正反映实际工作量的增减。其主要方法是用价值量指标除以物价指数以后再乘以 100。在实

际工作中，往往用来计算某指标的实际增长速度或发展速度。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发展速度等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发展速度除以同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再乘以 100；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农民人均

纯收入）实际发展速度等于其名义发展速度除以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农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再乘

以 100。而工（农）业总产值则采用编制工（农）业产品不变价的办法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如：

扣除物价变动因素的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为：

职工平均实际工资=
报告期职工平均工资

报告期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国民经济景气监测分值及综合评分 是通过建立国民经济监测网络，利用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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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模型，对国民经济运行实施有效地监测和预警统计的常用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就是在所选择的一组反

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敏感性指标中，运用有关的数据处理方法，选择若干指标组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

系，并通过类似于一组交通管制信号红、黄、绿灯的标志，对这组指标和综合指标反映的当时国民经济

状况，发出不同的信号，最后，通过观察分析信号的变动情况，来判断未来经济发展态势的方法。

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步骤是:第一,选择和确定能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监测指标,这些指标最

好是按月度或季度收集整理;第二,计算各指标指数,即各指标本期的实际值与上年同期的数值相比,然后

对其结果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用以制订预警信号;第三,确定各个灯区的临界限,

将各指标指数按照各种临界限划分为红灯区、黄灯区、绿灯区、浅蓝灯区和蓝灯区五个区间，并将 5个

区间依次赋值为 5分、4分、3 分、2分和 1分；第四，根据确定灯号分数标准，将消除季节因素和不规

则因素的各指标的指数转换为灯号分数；第五，综合各指标的灯号分数，求得整个国民经济动态平均灯

号分数；第六，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动态平均灯号分数进行预警信号的分析。当预警信号亮出绿灯，表示

当时的经济景气比较稳定，可在稳定中采取一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当预警信号亮出黄灯，说明经

济尚稳，但短期内有转热或趋稳的可能；当预警信号亮出红灯时，表明经济稍热，若无适当措施，经济

增长过热必将来临；当双红灯出现时，说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有力的紧缩措施；蓝灯表示已进入萧条，

必须采取强力刺激经济复苏的对策。

目前国家统计局采用的宏观经济运行监测指标体系，是选择以下 12 个指标组成：工业总产值、预算

内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基础产品产量指数、商品流转次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商业国内工业品纯购进、

固定资产投资额、狭义货币 M1（现金+企业、机关活期存款）、企业存款、银行现金总支出、出口额、全

国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以上指标得分相加，48 分以上为红灯区（过热）；42-48 分为黄灯区（偏热）；30-42 分为绿灯区（正

常）；24-30 分为浅蓝灯区（偏冷）；24 分以下为蓝灯区（冷）。

采用经济景气打分和综合评分的方法比较直观，易于理解，应用方便。近年来很多国家都运用这种

方法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极其复杂的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来说，必

须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并充分发挥定性分析的作用，不宜片面强调这种方法的作用。

人口增长率 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数与期初总人口之比，一般以百分比表示。计算公式为：

人口增长率=
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

×100%
期初人口数

人口年增长率 以年为单位计算人口规模增减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人口年增长率=
年末人口数-年初人口数

×100%
年初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指一定时期内人口自然增长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口数之

比，通常以年为单位计算，用千分比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人口自然增长率=
年内出生人数-年内死亡人数

×100%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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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系数 是指每一就业者所负担的人口数（包括就业者本人）。把负担系数的倒数用百分数表示就

是就业面，即就业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负担系统=
家庭总人口数
就业人口数

由于退休、离休人员领取一定数量的退休金或离休金，一般均可维持本人生活，因而在计算负担系

数时也可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不将退休、离休人员作为被负担人口，即可采用下列计算公式：

负担系统=
家庭人口数-退休人数

就业人口数

失业率 过去我国一直沿用待业指标，计算待业率。从 1994 年开始，统计上用失业率这个指标。这

一改变，引起国内外一些人士的关注。1994 年我国只计算全国城镇失业率，还没有计算和公布全社会、

农村的失业率。

所谓失业，在我国统计上是这样规定的：在一定劳动年龄内（男的 16-50 岁，女 16-45 岁），有劳动

能力，有就业要求，而未就业的城镇居民。临时安排了工作，劳动收入达到最底一级工的收入水平，或

虽无职业，但不要求就业者，不作失业人员。计算失业率的公式为：

城镇失业率=
城镇失业人员

×100%
城镇在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

统计失业人数和计算失业率，一般以年末为时点。

投资率 通常是指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但是，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受进出口的影响，又有

生产额与使用额的区分。因此，投资率也可以从以下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用公式表示。

投资率=
总 投 资

×100%
国内生产总值生产额

或：

投资率=
总 投 资

×100%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使用额

国内生产总值生产额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则反

映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使用于国内投资与消费的总规模。因此，前者可以观察投资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关系，

从中看出投资规模的经济承受能力；后者可以观察可供国内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分

配，从中可以看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

由于投资不同于积累，国内生产总值不同于国民收入，因此，投资率也有别于积累率。比较起来，

由于总投资包括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所以投资率能更全面地反映建设规模，更确切地观察建设与生产、

建设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同时，投次率也有利于国际比较。

投资系数 是指一定时期的总投资与新增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即一定时期每新增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需要多少投资。计算公式为：

投资系数=
总 投 资

新增国内生产总值

这个指标还可以根据需要，写成新增国内生产总值与总投资之比，即：

新增国内生产总值
总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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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表示单位投资可以新增多少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都能反映出投资的经济效益，是重要的

宏观经济效益指标。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建设项目建成投产（或交付使用）后，所花投资转为固定资产。一定时期新

增固定资产与同期完成投资额的比率，叫做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它是反映各个时期固定资产动用速度，

衡量建设过程中宏观投资效果的综合性指标。计算方法为：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报告期新增固定资产

×100%
报告期完成投资额

能源生产增长系数和电力生产增长系数 是研究能源生产量的增长、电力生产量的增长同国民经济

生产总量的增长之间关系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1） 能源生产增长系数=
能源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2） 电力生产增长系数=
电力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上述计算公式中，能源生产量是指一次能源生产量；电力生产量是指水电、火电等全部发电量；国

民经济生产总量指标，可以根据不同的计算目的，分别采用工业总产值（或净产值、增加值）、工农业总

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等。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是研究能源消费量的增长、电力消费量的增长同国民经济

生产总量的增长之间关系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1）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能源消费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2） 电力消引导弹性系数=
电力消费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计算能源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可以根据不同的计算目的，分别采用工业部门的能源（电力）

消费量和工业总产值（或净产值、增加值）；全社会的能源消费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等等。

能源（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的大小，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产品结构、技术装备、生产工艺、

企业管理、能源管理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等密切相关。在一般情况下，能源（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是越小

越好。

恩格尔定律及恩格尔系数 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

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

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

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

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或：

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收入变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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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

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都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

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

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恩格尔系数=
食物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

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呈递减趋势。

土地利用情况 反映农村土地利用情况最基本的指标是土地面积构成，即各类土地面积占农村土地

总面积的比重。常用指标有：

（1）垦殖指数：即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用来说明农作物生产占用土地资源的情况。其计

算公式如下：

垦殖指数=
耕地面积

×100%
土地总面积

（2）森林覆盖率： 即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用来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森林资源的丰富程

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

×100%
土地总面积

（3）耕地复种指数：即年内各种农作物复种的总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用来说明耕地面积的利

用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耕地复种指数=
各种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00%
耕地面积

（4）耕地生产率：即平均单位耕地面积上的产量或价值量。用来说明耕地面积的利用效果。其计算

公式如下：

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或产值=
各种农产品产量（或产值、净产值）

耕地面积

农产品商品量与商品率 总的来讲，商品量的计算有两种方法：

（1）从生产角度计算商品量

商品量＝全部生产量－农业自留量

（2）从流通角度计算商品量

商品量＝农副产品采购量＋农业生产者出售给非农业人口的农副产品量

上述两种方法，在理论上讲，应当是一致的，但实际上两者出入较大。因为在第一种方法中，自留

量是估计的，另外，当自给有余才出售，无法在公式中反映，因此这种计算的商品量偏小；在第二种方

法中，包括农业生产者在集市上出售，这部分资料难以取得，还有，商品量应是当年生产的，而采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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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集市上出售当中，包含了前年生产的产品，所以第二种方法计算的商品量可能有偏大的情况。但是，

在历年的商品对比时，跨年度问题便可消除。

商品率是一定时期内某种农副产品的商品量与同一时期的生产量对比的百分率。商品率是说明农业

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指标。

商品率可分为单项和多种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即：

单项商品率=
商品量
生产产量

多种商品率=
商品总值
生产产量

农产品的商品量是指农产品总产量中进入国民经济流通领域的那一部分产品产量，包括以交纳农业

税、统购、义购等形式交给国家和在集市贸易上出售的农产品。农产品商品产值是农产品商品量，乘以

平均销售价格计算。

农产品商品率是反映各种农产品生产或整个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指标，对综合评价农业生产发展

水平和分析研究农业生产经济效益有重要意义。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是衡量工业经济效益各个方面在数量上总体水平的一

种特殊相对数，是反映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的综合指标。从 1997 年 10月起，国家改进了工业经 济效益评

价考核指标体系的内容。新的指标的选择和设置，主要从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营

运能力、产出效率、产销衔接状况等六个方面考虑，形成了由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

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等七项指标组成的新的指标体

系，其中第 4、5、6、7 项为原体系中的指标。

（1）总资产贡献率 该指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

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计算公式为：

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
12

累计月数

其中：税金总额为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与应交增值税之和；平均资产总额为期初期末资产总计的算

术平均值。

（2）资本保值增值率 该指标反映企业净资产的变动状况，是企业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计算公式

为：

资本保值增值率＝报告期期末所有者权益/上年同期期末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等于资产总计减负债总计。

（3）资产负债率 该指标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也反映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

营活动的能力。计算公式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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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负债均为报告期期末数

（4）流动资产周转率 指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投入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的

周转速度。计算公式为：

流动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12

累计月数

（5）成本费用利润率 反映工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央企业降低成本所取

及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为：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

其中：成本费用总额为产品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

（6）全员劳动生产率 该指标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计算公式为

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12

累计月数

由于工业增加值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而职工人数不含价格因素，因此应将增加值价格因素予以消

除。具体方法可采用总产值价格变动系数消除价格影响。

（7）产品销售率 该指标反映工业产品已实现销售的程度，是分析工业产销衔接情况、研究工业产

品满足社会需求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产品销售率＝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现价）

各项指标的权数及标准值 权数是根据上述各项指标在综合经济效益中的重要程度，由专家调查法

确定的。其中：总资产贡献率 20，资本保值增值率 16，资产负债率 12，流动资产周转率 15，成本费用

利润率 14，全员劳动生产率 10，产品销售率 13。

各项指标的标准值，是参考了我国近期工业经济指标的实际水平及一般标准确定的。其数值分别为：

总资产贡献率 10.7%，资本保值增值率 120%，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 60%，流动资产周转率 1.52 次，成本

费用利润率 3.71%，全员劳动生产率 16500 元/人，产品销售率 96%。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Σ
（

某项指标报告期数值
× 该项指标权数） ÷总权数

该项指标全国标准值

由于资产负债率为逆指标，在计算综合指数时需分别处理。如果指标值小于等于 60%，即可得权数

12 分；如果指标值大于 60%，其权数则按下面公式计算。即：

指标值—不允许值 100
×12

60—不允许值 100

考虑到我国工业正处于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动当中，上述评价考核体系也需随之进行调整。鉴于此，

该指标系统原则上适用于“九五”期间。

小康与小康标准 “小康”一词源于《礼记》，是与“大同”比较而言的一种生活比较殷实，可以安

然度日的社会经济状况。

现今，所谓小康标准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它是指在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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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使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的阶段性标志，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宽余，精

神生活比较充实，生活环境改善，人口素质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如何才能达到“小康”，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提出了一个试算标准，待总结完善申报批准后正式执行。有关综合经济部门和科研单

位，也在研究“小康标准”计算方法。

宏观调控 是指政府为实现宏观（总量）平衡，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对货币收支总

量、财政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和主要物资供求的调节与控制。由此扩展开来，通常把政府为弥补市

场失灵采取的其他措施也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

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

科学估算 是以实际统计调查资料为基础，根据事物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间接地估算和预计有关

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和变化前景。

科学估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分析研究方法。无论是从一种现象估算另一种现象，还是

从局部估算总体，亦或是从现在预测未来，都离不开科学估算。

国民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

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

经济信息系统，它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为进行国民经济

核算而制定的一整套标准和规范。它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基础，明确规定一系列核算概念和核算原则，

制定一套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分类标准和科学的核算方法以及相应的表现形式，为国民经济

核算提供一套逻辑一致和结构完整的核算构架。目前，由联合国公布和推荐 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有两种：

国民帐户体系（SNＡ）和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ＭＰＳ）。另一层涵义是指全面、系统的国民经济核算资

料。它通过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总量数据和分部门数据，系统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以及国民

经济各部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是指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综合平衡。它的基本目的在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

运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使之发展的规模、比例、效益和速度相互协调。它包括：总供求的平衡，国际

收支的平衡，财政信贷的资金平衡以及主要物资平衡等。

社会生产和使用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它反映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动过程，主要包括总供给和总

需求的核算，其主要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以及国内需求、

国外需求等。

社会生产和使用的核算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不可缺少的指标，在宏观经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投入产出核算 投入产出核算和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在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的口径、范围和计算原则上

基本一致。投入产出核算不仅仅核算国民经济总量指标，而且还核算各总量指标的结构，因此，它是国

民生产总值核算的扩展和延伸。如：投入产出核算既核算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也核算各总量指标的结构；

投入产出核算侧重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从而充分揭示各总量指标的形成过程；投

入产出表充分体现生产、收入、支出三种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方法的统一。

资金流量核算 又称资金循环核算，是系统反映社会资金的来源、运用、结构和余缺情况的综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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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资金流量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货币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

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资金流量核算是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延伸，金融活动与生产的关系，可以

从一国经济与国外的联系加以说明。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各国之间经济往来关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

的生产并不一定全部形成该国的收入，相应产生了国际间收入转移。另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又使得资金（资

本）流动成为国际化。一个开放的经济，该国的全部收入是由国内生产净值加要素收入（劳动者报酬和

财产收入）和其他经常转移净额组成，也是该国可最终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可支配

收入首先用于消费，剩余部分为储蓄，加上固定资产折旧，为总储蓄，总储蓄是可作各种投资的资金。

收入的转移使得国民可支配收入有可能大于或小于国内生产净值；国内总储蓄与总投资也存在不平衡，

其差额由国际资本流动来平衡。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实现国际间和国内各经济部门之间资金流动，

就是资金流量核算的内容。

国际收支核算 是指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由于进行各种经济往来而发生的收入

和支付。它既包括涉及外汇收支的国际经济往来，也包括不涉及外汇收支的国际经济往来。国际收支核

算，是采用复式记帐原理，并通过国际收入平衡表，对一定时期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发生

的贸易非、贸易和资金往来以及该国储备资产的增减变化所作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核算是新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综合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和结构，侧重分析对外往来的种类和经济联

系以及产生不平衡和因素的调整的办法。

资产负债核算 是指在一定的时点、一定的范围内存在的，由生产创造并积累起来的，以价值量表

示的物质资料，债权、债务和其他产权。资产负债核算就是对上述经济内容进行的核算。这里所说的“物

质资料”，包括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活动用的劳动手段（如房屋、建筑物、机械设备等），劳动对象

（如原材料等）、劳动产品（如生产、流通领域的产成品，库存商品等）和居民生活用的房屋、建筑物。

“债权、债务”是指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国民经济行业划分 在统计工作中为取得分行业的数据资料并统一分类和编码，正确反映国民经济

各行业的结构和发展状况，便于研究国民经济的各项比例关系，而制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按现

行统计制度规定，我国行业划分为 16 大类，排列顺序如下：

（1）农、林、牧、渔业

（2）采掘业

（3）制造业

（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建筑业

（6）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

（7）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8）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9）金融、保险业

（10）房地产来

（11）社会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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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13）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14）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5）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16）其他行业

统计上的城乡划分 是指城镇和乡村的划分。市是指经国家批准成立“市”建制的城市。城乡划分

的关键在于镇的划分，在我国镇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镇。镇的划分标准曾有多次变化。1984

年后调整为：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或总人口在 20000 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

2000 人的；或总人口在 20000 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 10%以上；或少数民族地

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

2000 人，都可建镇。

大中小城市划分 是指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按市区（不包括市辖县）的非农业人口总数多少对城

市规模进行划分。目前我国统计工作中将城市分为以下几组：

（1）100 万人口以上为特大城市；

（2）50-100 万人口为大城市；

（3）20-50 万人口为中等城市；

（4）20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

上述分组，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改革的深入发展，将会调整。

大中小型企业划分 是指采用产品生产能力、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原值作为划分企业规模的标准。

企业规模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大型企业一般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产量多，效率高，经济效益好，是

起主导作用的骨干企业。目前划分企业生产规模采用两个标准：（1）凡产品比较单一的行业，以产品生

产能力作为划分大、中、小型的标准；生产多种产品的企业，以其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来划分。如电力、

原煤、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硫酸、烧碱、纯碱、合成氨、汽车、拖拉机、水泥、平板玻璃、纺织、

造纸、制糖、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2）凡产品种类繁多，难以按生产能力划分的，则以固定资产

原值作为划分标准。

职业分类 是以在业人口本人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的同一性进行分类。这种分类不问其所有制形式、

用于形式及分属行业。目前，我国职业分类可分为 8大类。排列顺序如下：

第一大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第四大类：商业工作人员

第五大类：服务性工作人员

第六大类：农林牧渔劳动者

第七大类：生产工人、运输工作和有关人员

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