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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高邮市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2017年 11月 1日国家统计局将在

全国组织人口变动调查。人口变动调查
可以帮助政府了解我国人口的数量、区
域分布、出生、死亡、迁移、受教育程度
等基本情况，以便于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等方面的服务。

调查标准时间：本次调查的标准时
间为 2017年 11月 1日 0时。

调查对象和登记原则：本次调查对
象为抽中调查小区内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的人。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
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户。应在抽
中调查小区内各户登记的人包括：①
2017年 10月 31日晚居住在本户的
人；②户口在本户，2017年 10月 31日
晚未居住在本户的人。

抽中调查小区内 2016年 11月 1
日至 2017年 10月 31日死亡的人口也
要登记相关项目。

调查意义：人口变动调查所了解的
情况，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
各项政策的基本依据。因此，做好这项
调查的意义十分重大。

1、有助于政府了解最基本的国情
和民情

对一个国家来讲，总人口有多少，
少年儿童和老年人有多少，劳动年龄的
人有多少，人口在各地区是如何分布的
等情况，都是最基本的国情。人口变动
调查作为专门收集这方面数据的专项
调查，可以最直接、最便捷地把这些情
况反映给政府，以便于政府及时了解情
况，迅速解决问题。

2、有利于国家制定更加科学的人
口发展、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

子女上学、吃药看病、老有所养等
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人口变动调
查所调查的内容，恰恰反映的都是这些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通过进行人口变

动调查，可以让政府及时了解这些情
况，有利于政府制定更加科学的规划和
政策。

今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我
市抽中 10个乡镇共 17个调查小区，
其中 2个国家点（即卸甲镇张余村第
006小区、界首镇永安村第 008小
区）、15个省点。为高标准地完成好此
项调查工作，市统计局加强组织领导，
精心部署安排，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
狠抓各环节工作，确保此次调查工作
顺利开展。

目前，各调查小区正在抓紧时间
入户摸底，同时统计局将质量关口前
移，在摸底登记工作开始前充分考虑，
做好解决处理预案。在摸底登记时严
控质量，对主要数据及时汇总分析，处
理好质量与进度关系。下一步，各调查
小区将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开展入户登
记工作。

我市三季度GDP增速扬州第一
今年以来，我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以进为主，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主要指标
均在合理区间增长。三季度，我市实现
GDP457.98亿元，可比价增长 8.2%，增速
位列扬州 10个县市区及功能区第 1，增
幅超扬州GDP平均增幅0.4个百分点，超
扬州下达我市 8%目标 0.2个百分点，较
我市上半年提升0.1个百分点。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 35.16亿元，增长 2.2%；第二产
业 232.39亿元，增长 7.7%；第三产业
190.43亿元，增长10%。

三次产业稳定向好
农业经济平稳增长。1-9月份，我市

水稻面积达83.1万亩，与上年基本持平，
预计水稻单产 624公斤，亩增 7公斤；总
产达51.9万吨，增长1.2%。1-9月份，我
市实现农业增加值35.16亿元，可比价增
长2.2%，增幅位列扬州第2。

工业生产持续向好。1-9月份，我市
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228.11亿元，增长
8%，增幅位列扬州第 4。先行指标质态较
好。1-9月份，我市实现工业用电量18.21
亿度，同比增长 8.7%，增幅位列扬州第 1；
实现工业开票销售 428.62亿元，同比增
长23.1%，增幅位列扬州第 3；实现规上工
业总产值1035.35亿元，增长13.1%，增幅
位列扬州第3。创新能力不断增强。1-9月
份，我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346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33.4%。

服务业发展逐步向好。 1-9月份，我
市服务业增速快于 GDP增速 1.8个百分
点。服务业用电、投资、税收三大基础性指

标稳中向好。服务业用电量增幅逐月提
高，1-9月份增长 15.1%；服务业税收降
幅逐月收窄，较上半年收窄 2.9个百分
点；实现服务业投资增长 24.9%，较上半
年提升10.5个百分点。

三驾马车拉动有力
投资增长领跑扬州。今年一季度以

来，我市投资增速均位列扬州第1。1-9月
份，我市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402.4亿元，
同比增长 22.5%，增幅位列扬州第 1，较
1-8月份增加3.5个百分点，高于扬州平
均增幅9.8个百分点，高于扬州下达我市
12%目标10.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
完成262.9亿元，同比增长 21.5%，占全部
固定资产投资的 65.3%，高于扬州下达我
市 55%占比目标 10.3个百分点；服务业
投资完成132亿元，同比增长24.9%。1-9
月份，我市完成 50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172.5亿元，同比增长 34.1%，较 1-8月份
提高1.6个百分点。三季度，我市列入联网
直报平台的 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 138
个，较今年初增加86个。

消费市场运行平稳。随着经济触底回
稳向好，我市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稳中有
进的发展态势。1-9月份，我市累计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6.83亿元，同比增长
10.6%，高于扬州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
增幅位列扬州第1。分行业看，零售业主导
地位突出，增长稳健。1-9月份，零售业实
现零售额占社消零比重达 71%，同比增长
12.3%，占比和增幅分别比上半年提高了
0.3和0.6个百分点。住餐业小步前进，低

位运行。1-9月份，住餐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5%，比上半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

外资外贸稳中有进。1-9月份，我市
实现出口总额 3.2亿美元，完成全年目标
的 69.2%；实现外资实际到账 5094万美
元，增长50.31%，完成全年目标的84.9%。

三大收入质态向好
财政收入降幅收窄。1-9月份，我市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34亿元，下降
3.5%；税收 18.88亿元，下降 10.2%，较
1-8月份收窄0.1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加快增长。1-9月份，我市
实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万元，
增长9.1%，增幅位列扬州第2。其中，实现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6万
元和 1.4万元，分别增长 8.1%和 9.2%，分
别较上半年提升0.3和0.1个百分点。

企业口袋效益向好。我市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累计增速自 2016年 6月为负增长
以来，直到今年5月才转为正增长。1-9
月份，我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40.43
亿元，增长 11.7%；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
利润22.32亿元，增长18.5%。

今年以来，我市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
同时，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增长的平衡性、
匹配性和协调性都有显著的提升，产业协
调发展，需求同步拉动，项目加快推进，转
型升级不断加快，富民惠民成效显著，也
为后期的经济持续发展增强了后劲。预计
第四季度我市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
的发展态势，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有望实现。

扬州市统计局领导来邮调研“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9月 11日，扬州市统计局副局长刘
加祥一行就起草扬州市贯彻执行《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
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
见》）的工作方案来邮开展
座谈调研。高邮市统计局领
导班子成员及各科室负责
人，部分乡镇（园区）统计站
（分局）、重点企业负责人参
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我市统计局
主要负责人就贯彻落实《实
施意见》前期所开展的相关

工作作了情况汇报，并对扬州市起草贯
彻执行《实施意见》的工作方案提出了针

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各科室负责人，部分
乡镇（园区）统计站（分局）、重点企业负
责人也根据调研内容，结合本职工作的
所感所想，畅所欲言，座谈会讨论热烈，
氛围融洽。

最后，刘加祥对我市贯彻落实《实施
意见》前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点工作要求，一
是凝聚共识、高点站位，把握统计改革窗
口期；二是聚焦重点、加强沟通，打好统计
改革特色牌；三是精准发力、时不我待，奏
好改革发展最强音。加强与部门沟通协
调，处理好各种关系，积极争取党委政府
支持，将贯彻执行《实施意见》的成果在高
邮落地生根。

扬州市村（社区）统计规范化
建设工作推进会在高邮召开

近日，扬州市村（社区）统计规范化建设工作推
进会在高邮召开。扬州市统计局，各县（市、区）、各功
能区统计局（经发局）分管负责人、业务科室（处室）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我市城南新区车逻村、高
邮镇新联社区统计规范化建设，听取了我市关于“三
员一平台五规范”（简称基层统计“315”）为核心内
容的村（社区）统计规范化建设情况介绍，各地交流
了统计双基建设情况，学习了省局基层统计工作管
理平台操作流程和规范。最后，扬州市统计局副调研
员佴萍在充分肯定我市在探索村（社区）统计规范化
建设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就当前工作提出了三
点要求：一是锲而不舍，深入推进村（社区）统计规范
化建设；二是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规范化各项工作；
三是细化考核，用考核引领规范化建设，切实推进统
计双基再上新台阶。

会议还组织参观了高邮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
馆，重温了高邮抗战史，增强了统计人的党性观念。

统计局召开全市
统计工作座谈会
9月 7日，市统计局召开全市统计工

作座谈会。各乡镇（园区）统计助理、统计局
班子成员及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各乡镇（园区）统计站长（分局
长）就今年以来统计工作开展情况、经济运
行走势、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下半年工作
打算进行了交流。统计局各科室对乡镇（园
区）下半年统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上学习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
数据真实性的实施意见》和《统计法实施
条例》。统计局主要负责人对我市今年以
来统计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就全面推进下半年重点工作提出五
点要求：一要扎实开展《实施意见》和《实
施条例》的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统计法
治意识，全面提升统计运作效率、数据质
量和服务水平；二要加强交流，建立部门
联席会议制度，做好主要经济指标的监测
预警工作；三要高度重视各类普查及调查
工作，做好“三农普”先进事迹收集、档案
材料归档及数据开发等后期工作，为我市
“四经普”工作起好步、开好头奠定坚实基
础；四要把握时间节点，主动对接，全力推
进新增“四上”企业、项目申报入库等工
作，确保做到应统尽统；五要对照《2017
年度乡镇、园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评办
法》（邮发〔2017〕35号）、《2017年度乡镇
（园区）统计工作考核细则》（邮统〔2017〕
23号）等文件精神，对标找差，全面推进统
计规范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