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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

内府发〔2023〕4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内江新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

管委会，市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决定于 2023 年开

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

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川府发〔2022〕36 号）精

神，结合内江实际，现就我市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普查的重要意义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全面调查我

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基

本情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统筹开展好投入产出调

查，客观反映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

的新进展。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统计现代化改

革，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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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新时代、新征程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

持。

二、准确把握普查的总体安排

（一）普查对象、范围和内容。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市行政区

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具体范围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

保障和社会组织等。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组织

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和

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以及投入结

构、产品使用去向和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二）普查时间和进度安排。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年度资料。普查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是普查准备阶段（2023 年底前），组建普查机构，落实人员、

经费、措施和责任，制定普查实施方案，开展投入产出电子台账

记账、单位清查和综合试点，做好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两员）

选聘培训和宣传动员等工作，做好数据处理设备和物资准备等工

作；二是普查登记及数据处理阶段（2024 年底前），开展普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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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登记、数据审核验收、数据质量抽查、数据评估发布和总结表

扬等工作；三是普查资料开发阶段（2026 年底前），开展普查年

度国民经济核算、分析研究、资料编辑等工作。

三、认真做好普查的组织实施

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普查工作原则，统

筹协调，优化方式，突出重点，创新手段，扎实做好经济普查各

项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内江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和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设立内江

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单位清理专项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

推进普查基本单位清查工作。

（二）明确职能职责。市统计局负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和

协调，做好普查实施方案制定、业务培训、单位清查、普查登记、

数据审核评估、数据成果发布、资料开发应用等工作，建立工作

会商、数据资源共享、数据审核评估、重大问题反馈机制，服务

指导行业部门抓经济发展、抓普查质量，查全、查准、查实普查

对象和经济总量，实现“应统尽统”。

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要立足职能、各负其责。涉及普查经

费和机关、事业单位经费支出及人员供养方面的事项，由市财政

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工作目标考核的事项，由市委目标绩效

办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数据处理能力建设方面的事项，由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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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由市统计

局、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和协调；涉及

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

负责和协调；涉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市委编办

负责和协调；涉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层自治组

织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市民政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律师事

务所、司法鉴定所等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市司法局负责和协调；

涉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共享方面的事项，由市市场监管局负

责和协调；涉及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事项，由市委政

法委协调；涉及普查所需电子地图和提供地理信息技术支撑方面

的事项，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和协调。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管行业就要管统计、管统计就要管

数据质量”要求，明确普查机构或工作专班，研究解决本行业普

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强化跟踪督促指导、重大问题落实反馈。

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涉及建筑业、房地产业方

面的普查事项，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商务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

协调；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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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局、市商务局、市邮政管理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

涉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科技局牵头会

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涉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方面

的普查事项，由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牵

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涉及教育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教

育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卫生和社会工作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卫

生健康委、市民政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涉及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市体育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和协调；涉及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普查事项，由市委编办、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和协调。

（三）压实属地责任。各级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

单位清理专项工作组及其办公室，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

工作，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充分发

挥行业职能部门、镇（街道）和居（村）民委员会作用，广泛动

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四）发挥各方优势。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负责落实内江

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部署的相关普查任

务；银行、证券、保险、铁路等单独组织实施普查的部门，要按

照普查方案统一要求和上级部门部署，负责组织开展本系统的普

查工作，并向所在地普查部门提供普查有关资料；海关部门负责

组织开展普查工作中的进口货物使用去向调查任务；民族宗教、

https://www.neijiang.gov.cn/whj/xxgk/gknr/jgjj/zfxxgk_xxgkzn.shtml
https://www.neijiang.gov.cn/whj/xxgk/gknr/jgjj/zfxxgk_xxgkzn.shtml
https://www.neijiang.gov.cn/rsj/xxgk/fdgk/jgjj/zfxxgk_xxgkz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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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社保、国资、通信管理等部门和烟草、电力、石油、石化

等单位，要及时准确向所在地普查机构提供本部门掌握的普查有

关行政记录和数据等信息。

（五）加大保障力度。

1.落实经费保障。各级要落实好普查相关经费，保障队伍稳

定，提升队伍业务素质，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所需工作经费、普查数据处理经费以及普查员、普查指导

员劳动报酬，按现行经费渠道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并积极

争取上级补助资金支持。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全国经

济普查条例》有关规定，可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借用符合条件的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和兼职“两

员”补助，并保证借用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

变。各级要根据普查工作需要，按照厉行节约原则，将普查工作

经费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按时拨付到位。

2.考核激励保障。要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经济发展和

普查工作责任体系、考核激励体系。对参与普查的各级各部门要

加强督促检查、跟踪问效，采取目标考核和先进表扬双向激励，

提升参与人员积极性，提高普查工作质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严格执行普查的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所有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

例》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按时、如实填报普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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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

普查数据。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

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奖惩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

必须履行保密义务；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普

查数据。对在普查工作中的违纪违法等行为，依纪依法予以处理。

（二）强化质量管理。始终坚守数据质量第一原则，严格执

行普查方案，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化事前、事中、事后数据质

量检查和核查，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确保普查

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各级普查机构要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

量控制体系和岗位责任制，完善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

严肃普查纪律，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采用有

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确保普查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

安全。配合国家、省统计督察，适时开展普查工作和数据质量巡

查、核查、抽查和统计执法检查。

（三）创新普查方式。强化信息化手段在普查中的应用，建

立税务、电力、市场监管、金融、医保、社保、统计等部门数据

共享机制，搭建共享平台，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采取网上填

报与手持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查，提高普

查数据处理效能。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业务培训，支持普查对象通

过网络自主报送普查数据，科学、规范、高效推进普查工作。

（四）加强宣传引导。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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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宣传渠道作用，广

泛宣传经济普查的重要意义、内容和要求，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

法配合普查、全社会积极参与普查，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

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五）注重成果应用。充分开发和应用普查资料，创新开发

机制、拓展应用领域、搭建应用平台，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

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经济社会地理信息系统，做好普查报告、专题

分析、课题研究等工作，充分发挥普查成果在党政科学决策、部

门行政管理、发展规划编制中的重要基础作用。

附件：内江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内江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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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江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李 丹 市政府市长

常务副组长：何 政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张 永 市政府副市长

陈万见 市政府副市长

毕 胜 市政府副市长

马 炬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蒋学飞 市政府秘书长

莫冬虎 市委副秘书长、目标绩效办主任

陈 彬 市政府副秘书长

代云利 市政府副秘书长

周 宁 市政府副秘书长

彭 云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了了 市统计局党组书记

孙小杰 市统计局局长

刘 源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曾祥权 市委网信办主任

毛 利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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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田嘉瑾 市委编办副主任

詹财荣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赵永韦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鲁英杰 市教育局局长

苏晓蓓 市科技局局长

黄焕燃 市民政局局长

陈晓宇 市司法局局长

何 勇 市财政局局长

郑 平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陈 波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谢媛丽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何 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陈代兵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郭 英 市水利局局长

黎兆武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朱 鹏 市商务局党委书记

万 伟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德超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阮履强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张 标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

万晓燕 市国资委主任

王 冰 市体育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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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恒利 市医保局局长

李 杜 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康少刚 市政府民宗局局长

宁光辉 内江海关关长

杨煜川 市税务局局长

贺志刚 市邮政管理局局长

杨海智 市烟草专卖局局长

郑晓婷 国统内江调查队队长

白学祥 国网内江供电公司总经理

赵容祖 电信内江分公司总经理

万 宁 移动内江分公司总经理

袁 剑 联通内江分公司总经理

汪 强 广电内江市分公司总经理

李喜永 中国石化四川内江石油分公司经理

郑 斌 中石油四川内江销售分公司执行董事

赵晓丽 人行内江市中心支行行长

曾安全 内江银保监分局局长

杨七零 内江车务段段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由李了了、孙小

杰同志兼任，领导小组下设内江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单位

清理专项工作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岗位调整时由新任职人员自

动接任，不再另行发文。该项工作结束后，领导小组自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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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内江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单位清理专项工作组

组成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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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江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基本单位清理专项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何 政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陈 彬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了了 市统计局党组书记

孙小杰 市统计局局长

成 员：庞田嘉瑾 市委编办副主任

李 强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李 清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龚 勋 市教育局副局长

卿文澜 市民政局副局长

吴 新 市司法局副局长

倪 旭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黄 璞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严 波 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

刘 承 市水利局总工程师

吴柯良 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

张勇刚 市商务局副局长

曹 兵 市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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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宁 市国情国力普查中心主任

陈 静 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

康少刚 市政府民宗局局长

杜 智 市税务局总经济师

彭著庚 人行内江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曾安全 内江银保监分局局长

王秀梅 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由李了了、孙

小杰同志兼任。专项工作组组成人员岗位调整时由新任职人员自

动接任，不再另行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