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队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的派
出机构，既是政府统计调查机构，也是
统计执法机构，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
查、统计监督职权，独立向国家统计局
上报调查结果，并对上报调查资料真
实性负责。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成
立于2008年8月，于2018年1月实现

“独立建队”。那么，有别于地方统计
机关，崇明调查队主要承担哪些法定
职责和调查任务呢？下面，由数博士
来给您答疑解惑。

住户调查
住户调查全称住户收支与生活状

况调查，是一项重要的国家统计调查
项目。通常采取抽样调查方法确定调
查户，并通过调查户日记账和问卷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记录家庭及个人收入
消费等情况，以此为基础数据最终汇
总出全体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人均消费支出等数据。

本区情况：根据抽样，崇明区目前
共有350户记账户，每天负责记录自己
家庭的收支情况，这些基础数据后期通
过严格审核、科学计算，最终形成了本
区全体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调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Index，CPI）调查能综合反映居
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项
目价格水平变动情况。

本区情况：目前本区安排2名专
职调查员对本辖区内的49家采价点
内的近500种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定
期价格采集。最终将采集数据资料上
报上海调查总队，和其他区数据一道
计算汇总形成全市CPI指数。

生产价格指数（PPI）调查
生 产 价 格 指 数（ProducerPrice

Index，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
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指数，是反映
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
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
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本区情况：目前本区生产价格指
数调查涉及7家企业，每月由企业以
网上直报形式进行数据报送。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调查
采 购 经 理 人 指 数（Purchase

Managers'Index，PMI）是衡量一个国
家制造业的“体检表”，是衡量制造业

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雇
员、订单交货、新出口订单和进口等八
个方面状况的指数。

本区情况：目前本区采购经理人
指数调查涉及27家企业，每月由企业
以网上直报或移动终端的形式进行数
据报送。

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
踪调查

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
踪调查的调查对象是2014年3月至7
月新设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是为
了反映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后，新
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成长情
况，定期向国务院报告跟踪监测信息。

本区情况：根据安排，目前本区调
查样本24个，每个季度由政府统计人
员上门收集企业填报的问卷，通过联
网直报平台上报。

月度劳动力调查
月度劳动力调查是国家调查队系

统新接手的一项全国性的统计调查任
务。主要是为了及时、准确反映我国
城乡劳动力资源、就业和失业人口总
量、结构和分布情况。调查频率为月
度，入户登记时间为每月 10日至 14
日，调查范围为我国大陆地区城镇和
乡村地域上居住的人口

本区情况：根据抽样调查结果，目
前崇明区月度劳动力主要涉及3个乡
镇、6个行政村以及120户调查户，每月

10日至14日由区、镇（乡）指导员和行
政村调查辅导员进行上门问卷调查。

农业调查
农业调查可分为粮食产量调查、

农作物面积遥感调查、农产品生产价
格调查、畜禽生产情况调查等，采取抽
样调查的原理确定调查网点、调查单
位或调查地块，这四项调查都是重要
的国家统计调查项目。

本区情况：崇明区共有10个国家
粮食产量抽样调查点，14个国家农作
物面积遥感调查点，25个国家农产品
生产价格调查点以及23个国家畜禽
生产情况调查点。通过定期调查，上
报粮食面积和产量、农产品生产价格
和主要畜禽生产情况等数据，是农业
总产值核算的重要基础，为党和政府
了解三农生产情况和农业发展水平、
合理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统计执法检查
统计执法检查是指各级调查队依

照法定权限、程序和方式，对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在统计活动中贯彻执行
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以及对统计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等各种活动的总称。

本区情况：崇明队每年度对本区
域内有关调查单位，采取“双随机”执
法流程，分别对工业品价格、采购经
理、农业、社会服务业及其他小微企业
等调查单位开展统计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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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十载 筑梦前行
“十年风雨忆峥嵘，遥看旧貌展新风，今朝文章话往事，高奏凯歌再启程”。2018年是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建队十周年。十年里，崇明调查队以党建为引

领，不断增强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以为国调查为职责，尽力推动各项调查工作迈上新台阶；以服务地方为己任，努力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添砖加瓦。辉煌属于
昨天，未来仍需开拓。面对新的征程，崇明调查队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努力谱写统计调查工作新的乐章，努力开创崇明统计调查工作更加灿烂的明天！

编者按：

数博士知识台数博士知识台

今年是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今年是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
成立十周年成立十周年。。十年来十年来，，调查队坚持调查队坚持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服务地方服务地方，，脚踏实地脚踏实地、、精精
益求精地开展各项调查业务益求精地开展各项调查业务。。十年十年
来来，，统计调查人凝心聚力统计调查人凝心聚力，，不断增强不断增强
事业心事业心、、责任感责任感、、使命感使命感，，在辛勤耕在辛勤耕
耘耘、、积极进取中不断走向成熟积极进取中不断走向成熟。。

这是坚持党建引领的十年这是坚持党建引领的十年。。调调
查队查队成立以来成立以来，，始终把抓好党建作始终把抓好党建作
为第一责任为第一责任，，把政治思想建设放在把政治思想建设放在
各项工作的首位各项工作的首位，，着力提升党组的着力提升党组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些年这些年，，调查队调查队
通过与三个村居结对共建通过与三个村居结对共建、、两个留两个留
守儿童工作站结对帮扶守儿童工作站结对帮扶、、两名困难两名困难
儿童家庭结亲联友儿童家庭结亲联友，，构建了涵盖构建了涵盖
村村、、居居、、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个人的个人的““四维四维””党党
建服务体系建服务体系；；通过建立目标管理制通过建立目标管理制
度度、、月度党建计划月度党建计划，，实现了责任到实现了责任到
人人、、时间到月时间到月、、检查到点的目标化检查到点的目标化
管理管理；；通过创新工作形式通过创新工作形式，，开展干开展干
部群众对班子成员民主评议部群众对班子成员民主评议，，加强加强
民主管理和对领导班子的监督民主管理和对领导班子的监督，，为为
调查队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调查队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
证和组织保证证和组织保证。。

这是坚持服务地方的十年这是坚持服务地方的十年。。把把
统计服务融入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统计服务融入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中去发展中去，，真正发挥统计服务的作真正发挥统计服务的作
用用，，是调查队一直以来的遵循是调查队一直以来的遵循。。在在
保障完成市调查总队赋予的职能任保障完成市调查总队赋予的职能任
务的同时务的同时，，调查队结合调查队结合““调查调查””的特的特
点和优势点和优势，，全力承接区委全力承接区委、、区政府和区政府和
相关部门安排的调查任务相关部门安排的调查任务，，常年开常年开

展农村居民收入地方点调查展农村居民收入地方点调查、、机关作机关作
风满意度调查风满意度调查、、乡镇满意度调查乡镇满意度调查、、群团群团
组织满意度调查组织满意度调查、、区环境满意度调查区环境满意度调查，，
其中其中，，地方点农户达到地方点农户达到10601060户户，，各类常各类常
年调查项目随机样本数达到年调查项目随机样本数达到 1200012000
个个。。此外此外，，还积极承接区里安排的临还积极承接区里安排的临
时性调查任务时性调查任务，，比如比如20182018年开展的年开展的““新新
四风四风””调查和垃圾分类调查调查和垃圾分类调查，，充分发挥充分发挥
轻骑兵的作用轻骑兵的作用。。这些调查为区委这些调查为区委、、区区
政府掌握相关情况政府掌握相关情况、、开展工作决策提开展工作决策提
供了及时依据供了及时依据，，为区政府对部门和乡为区政府对部门和乡
镇考核提供了数据支撑镇考核提供了数据支撑。。

这是核心业务成绩靓丽的十年这是核心业务成绩靓丽的十年。。
作为国家统计局垂直管理单位作为国家统计局垂直管理单位，，始终始终
坚持国家队意识坚持国家队意识、、调查队意识调查队意识，，凝心聚凝心聚
力推动各项调查业务不断上台阶力推动各项调查业务不断上台阶。。无无
论是论是CPICPI、、PPIPPI、、PMIPMI调查调查，，还是城乡居还是城乡居
民收入民收入、、月度劳动力月度劳动力、、小微企业和各项小微企业和各项
农业调查农业调查，，崇明调查队的数据质量都崇明调查队的数据质量都
排在全市前列排在全市前列，，在历次市级考核中都在历次市级考核中都
取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优异成绩，，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还先后获还先后获
得了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得了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第三次第三次
农业普查全国先进集体农业普查全国先进集体、、上海市一体上海市一体
化住户调查特等奖等殊荣化住户调查特等奖等殊荣。。这些成绩这些成绩
是对崇明调查人十年耕耘是对崇明调查人十年耕耘、、悉心奉献悉心奉献
的肯定的肯定，，更是对忠于职守更是对忠于职守、、不出假数不出假数、、
依法统计的褒奖依法统计的褒奖。。

当前当前，，新时代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提出了新要求，，基层基层
统计调查工作也面临新挑战统计调查工作也面临新挑战、、新任务新任务。。
市委书记李强近期强调市委书记李强近期强调，，要把事业发展要把事业发展
的需求作为干部工作的着力点的需求作为干部工作的着力点，，使充满使充满
激情激情、、富于创造富于创造、、勇于担当成为新时代勇于担当成为新时代

上海干部的特质上海干部的特质。。这要求我们积极争这要求我们积极争
做统计调查时代新人做统计调查时代新人，，努力实现统计工努力实现统计工
作新跨越作新跨越，，调查能力新提升调查能力新提升。。

要有平淡而不平凡的新情怀要有平淡而不平凡的新情怀。。统统
计调查工作是平淡甚至艰辛的计调查工作是平淡甚至艰辛的，，不仅不仅
琐碎琐碎、、单调单调、、枯燥枯燥，，而且由于基层一线调而且由于基层一线调
查的特点查的特点，，还经常遇到调查对象还经常遇到调查对象““门难门难
进进、、脸难看脸难看、、事难办事难办””的情况的情况，，加上群众加上群众
对统计调查的理解和支持度不高对统计调查的理解和支持度不高，，数数
据填报的随意性也比较大据填报的随意性也比较大。。虽然工作虽然工作
辛苦辛苦，，但在社会发展但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社会时代进步和社会
公布的每笔数据中公布的每笔数据中，，都离不开基层调都离不开基层调
查数据的汇聚和支撑查数据的汇聚和支撑，，都有我们的付都有我们的付
出和责任出和责任。。作为新时代的统计调查作为新时代的统计调查
人人，，要用要用““真心真心””对待数据对待数据，，专注于每一专注于每一
个数字的采集个数字的采集，，专注于每一个数据结专注于每一个数据结
构的审核构的审核；；要用要用““真情真情””对待调查对象对待调查对象，，
放下架子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到基层去俯下身子到基层去，，与农民与农民、、
住户住户、、企业交朋友企业交朋友，，以真情换真数以真情换真数；；要有要有
对调查工作的对调查工作的““真爱真爱”，”，甘于平淡和清甘于平淡和清
苦苦，，享受高质量数据出来时的那份喜享受高质量数据出来时的那份喜
悦悦，，感悟统计数据用于制定政策决策感悟统计数据用于制定政策决策
时的那份重任时的那份重任，，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
工作热情和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工作热情和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

要有知新用新的新能力要有知新用新的新能力。。当下社当下社
会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会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互联网、、大数大数
据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越来越融合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越来越融合
发展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在基层统计调查新的技术手段在基层统计调查
工作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工作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比如农比如农
业调查中的卫星遥感测量业调查中的卫星遥感测量、、无人机航无人机航
拍拍、、PDAPDA数据采集数据采集，，企业调查中的联企业调查中的联
网直报网直报，，居民收入调查的电子记账居民收入调查的电子记账、、市市

民云数据采集民云数据采集、、微信调查方式运用微信调查方式运用
等等等等，，统计调查方式正在不断与时统计调查方式正在不断与时
俱进俱进。。今后的云计算今后的云计算、、大数据也必大数据也必
将成为调查数据采集的重要渠道和将成为调查数据采集的重要渠道和
数据生产的重要方式数据生产的重要方式，，基层调查工基层调查工
作必须要有知新用新的能力作必须要有知新用新的能力，，需要需要
加强人才储备加强人才储备，，补充具有新知识的补充具有新知识的
人才队伍人才队伍；；需要加强对新理论需要加强对新理论、、新业新业
务务、、新技术的学习新技术的学习，，熟练掌握现代统熟练掌握现代统
计手段计手段；；需要加强新技术需要加强新技术、、新方式在新方式在
实际应用中的研究探索实际应用中的研究探索，，提升调查提升调查
效率和数据质量效率和数据质量。。

要有依法治统的新担当要有依法治统的新担当。。近年近年
来来，，统计数据失真现象频出统计数据失真现象频出，，统计统计
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巨大挑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巨大挑战，，
国家统计局专门成立了统计执法国家统计局专门成立了统计执法
监督局监督局，，着力推进依法治统着力推进依法治统。。保证保证
数据真实数据真实、、提升数据质量的关键提升数据质量的关键，，
主要在各级统计人员的思想意识主要在各级统计人员的思想意识
里是否有担当精神里是否有担当精神。。基层调查数基层调查数
据是数据质量的重要源头据是数据质量的重要源头，，基层调基层调
查人要勇于担当查人要勇于担当、、从我做起从我做起，，增强增强
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依法履行统依法履行统
计职责计职责，，不踏红线半步不踏红线半步；；敢于抵制敢于抵制
各种干预统计调查的行为各种干预统计调查的行为，，坚决制坚决制
止统计造假止统计造假、、以数谋私以数谋私，，对一切在对一切在
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保持零容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保持零容
忍忍；；勤于宣传统计法律法规勤于宣传统计法律法规，，让社让社
会各界了解和遵守统计法律法规会各界了解和遵守统计法律法规，，
使每一个基层调查人都成为高质使每一个基层调查人都成为高质
量数据的生产者量数据的生产者、、依法治统的宣传依法治统的宣传
者和统计公信力的维护者者和统计公信力的维护者。。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争做基层统计调查的时代新人争做基层统计调查的时代新人
———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成立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成立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宛旭明宛旭明

崇明调查队崇明调查队
十年大事记十年大事记

▲2008年
8月，崇明调查队正式成立，

主要开展农业调查和农村住户调
查，与区统计局合署办公。

▲2009年
2月 ，正 式 开 展 城 镇 住 户

调查；
5月，正式开展居民消费品

价格（CPI）调查；
7月，正式开展工业生产者

价格（PPI）调查和采购经理人
（PMI）调查。

▲2011年
8月，启动“一套表”联网直

报试点工作；
12月，获上海调查总队系统

年度综合考核工作一等奖。
▲2012年
12月，正式开展城乡一体化

住户调查工作；
12月，被国家统计局授予

“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并获上海调查总队系统年度综合
考核工作一等奖。

▲2013年
12月，正式推广使用手持移

动终端（PDA）进行调查工作，逐
渐替代传统纸质报表调查上报
形式；

12月，获上海调查总队系统
“上海市一体化住户调查先进集
体特等奖”，并获上海调查总队系
统年度综合考核工作一等奖。

▲2014年
7月，正式开展新设立小微

企业调查；
12月，获上海调查总队系统

年度综合考核工作一等奖。
▲2015年
3月，首次采用网上直报方

式开展畜禽生产规模户（单位）基
本情况调查；

12月，开始使用电子记账形
式开展住户调查；

12月，获上海调查总队系统
年度综合考核工作一等奖。

▲2016年
3月，开始组织实施“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工作；
5月，首次利用卫星遥感技

术、无人机技术开展农作物面积
遥感调查；

5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崇明
调查队党支部成立；

12月，获上海调查总队系统
年度综合考核工作一等奖。

▲2017年
6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崇明

调查队党建工作组成立；
12月，获上海调查总队系统

年度综合考核工作一等奖；
12月，获“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先进集体”称号。
▲2018年
1月，崇明调查队实现独立

建队；
2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崇明

调查队党组成立；
7月，崇明调查队工会成立；
7月，正式开展月度劳动力

抽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