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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概念 

 

服务业是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各行业，即国际通行的产业划

分标准的第三产业，其发展水平是衡量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

程度的重要标志。第三产业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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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

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活动，制

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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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 
 

一、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 

1.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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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卫生和社

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

他房地产业等行业。 

2.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二、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行业统计范围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包括 12个行业大类： 

1.互联网和相关服务；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租赁业；

4.商务服务业；5.居民服务业；6.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品修理

业；7.其他服务业；8.新闻和出版业；9.广播、电视、电影和录

音制作业；10.文化艺术业；11.体育业；12.娱乐业。 

三、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内容 

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F203 表）、从业人员及劳

动报酬、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生产经营景气状况（F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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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等。主要指标有：资产、负债、损益及分配、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税金及附加、费用、利润、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等。 

四、规模以上服务业调查单位入库注意事项 

1.调查单位必须已经在基本单位名录库里面才能申报； 

2.调查单位必须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不是企业会计制度

的单位不在规模以上服务业申报范围（企业会计制度是指执行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和 2011 年小企业会计准则、2001 年企业会

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3.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包括实行企业化管理、执

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也在统计范围内； 

4.月度新增调查单位必须是上一年第 4 季度及 2018 年新开

业的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如果是在此之前已成立但处于筹

建状态，当年才开始营业的企业，需提交企业相关纳税材料或财

务损益表证明，加盖企业公章，附在“其他新开材料”栏内。如

果申请入库的调查单位不是新开业的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指调查单位于上一年第 4 季度以前开业），只能在年度审核时

申请入库。新增入库的单位必须在申报时已达到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入库标准。 

5.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金融业等暂时不纳入

规模以上服务业调查范围。 

五、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填报财务状况调查表注意事项 

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财务状况表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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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报表。企业在填报财务状况调查表时，如果经济指标同比

出现较大增幅或减幅时，需要在联网直报平台内填写核实说明，

在填写核实说明时，要清楚写明导致大增或大减的原因，不能简

单写“已核实数据无误”、“按照报表填写”等字样。 

财务状况表填写的是累计数，比如 4 月份报表填写的是 1-3

月份的累计数，而不仅仅是 3月份的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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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服务业 

 

限额以上服务业主要针对贸易统计中批发业、零售业、住宿

业、餐饮业四大行业限额以上统计管理对象而言。统计限额标准： 

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 

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 

住宿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 

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 

达不到限上标准的划定为限下。 

贸易统计五大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业销售额、

零售业销售额、住宿业营业额、餐饮业营业额。 

一、贸易统计四大行业 

（一）批发业。指向其他批发或零售单位（含个体经营者）

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批量销售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

活动，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贸易经纪与代理的活动，包括拥有

货物所有权，并以本单位(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活动,也包括不

拥有货物的所有权，收取佣金的商品代理、商品代售活动；本类

还包括各类商品批发市场中固定摊位的批发活动，以及以销售为

目的的收购活动。 

（二）零售业。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零售商店、品

牌专卖店、售货摊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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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互联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括

在同一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的店铺（如面包房）；谷

物、种子、饲料、牲畜、矿产品、生产用原料、化工原料、农用

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乘用车、计算机及通信设备除外）等生产

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多数零售商对其销售的货物拥有所

有权，但有些则是充当委托人的代理人，进行委托销售或以收取

佣金的方式进行销售。 

（三）住宿业。指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所的活动，有些

单位只提供住宿，也有些单位提供住宿、饮食、商务、娱乐一体

的服务，本类不包括主要按月或按年长期出租房屋住所的活动。 

（四）餐饮业。指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

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

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其中，

对居民的消费品零售额，是指售予城乡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

金额;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是指售给机关、社会团体、

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公款购买的用作

非生产、非经营使用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按消费形态分指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划分为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两部分。其中，

商品零售是指售卖非生产、非经营用实物商品的金额，包括批发

和零售业零售额、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商品销售额;餐饮收入

是指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包括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

https://baike.so.com/doc/1284920-1358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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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零售额、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餐费收入。 

二、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从事商品批发零售活动或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的法

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因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的财

务状况及业务范围的独立性不强，限上入库时候建议不考虑产业

活动单位，同时尽量将个体户注册为法人企业后入库）。 

三、贸易统计方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调查方法是采用全面统计方法

和抽样调查两种方法相结合。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划分标准，限

额以上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建立名录库，实施全

面统计调查，由这些企业按月向当地政府统计部门报送统计报

表，逐级汇总而得。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采用

抽样调查推算。 

四、报送方式 

报送方式：限额以上（含法人单位、限额以上个体户、限额

以上产业活动单位）按照全面调查，通过报表形式在统计直报平

台(京云万峰）上报。 

限额以下法人企业和个体户采用抽样调查推算。法人企业和

个体户也通过统计直报平台上报，只是直报起点在县级统计部

门。 

 

 

https://baike.so.com/doc/182153-192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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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企业上限上规入统 

 

一、服务业企业入库标准 

（一）按法人在地原则统计。 

（二）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

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

单位。 

（三）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

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四）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及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五）规模以上服务业：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或年

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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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行业；年

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或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

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人及

以上的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房地产业的法人单位。 

（六）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个体工商户达到限额要求也



- 9 - 
 

可申报入库。 

二、服务业企业入库所需材料 

共性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上没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的单位，还需提供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还需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加

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若无月度表，

则提供最近 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或企

业公章的《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若为定税或免税企业需提

供相关证明）、最近一个季度的《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

（E204-2表）（仅由所经营商品的品种在本表商品目录内的企业

提供）。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还需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个月加

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若无月度表，

则提供最近 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或企

业公章的《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还需提供：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单

位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规上服务业单位还需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的《利润

表》复印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季度的报

表复印件）。 

三、服务业企业入库的时间节点 

（一）月度审批是 3-12月，每月 10 日前申报（月度审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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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企业要求必须是年内或上年四季度新注册成立（开业）的企

业）。 

    （二）年度审批，入库时间需参照当年国家统计局下发的通

知（年度审批入库的企业是新成立（开业）企业和规（限）下转

规（限）上企业）。 

四、服务业企业入库步骤 

各职能部门要严格对照企业入库标准，对接近入库标准的企

业进行摸排筛选，对于未达到入库标准的企业，职能部门将进一

步培育。对于达到入库标准的企业，由职能部门督促企业将入库

所需材料交至县统计局（注：因提供材料较多，入库企业名单最

好在截止申报日期前 3天报送，留足时间申报材料和市统计局实

地核查）。县统计局核对材料无误后将申报入库企业名单上报市

统计局，待市统计局相关专业负责人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反馈

后，由县统计局向区统计局进行申报，自治区统计局审批通过和

国家统计局备案后，在申报月份下一月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联网

直报平台上显示了申报企业的名称，即为入库成功。 

审批流程:县级报材料→市级审核→省级审核批准→国家备

案→国家名录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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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增加值核算 

 
  

GDP 季度核算服务业主要行业及测算指标（6 大行业 19 个指标） 

序号 主要行业 测算指标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主要包

括：1、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租赁业，4.商务服务业，

5.居民服务业，6.机动车电

子产品和日用品修理业，7.

其他服务业，8.新闻和出版

业，9.广播、电视、电影和

录音制作业，10.文化艺术

业，11.体育业，12.娱乐业。 

 

 

财政八项支出：指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

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等

8 项支出之和。 

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铁路客货周转量增速 

公路客货周转量增速 

水上客货周转量增速 

航空运输周转量增速 

邮政业务总量增速（错月数） 

2 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业商品销售额增速 

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增速 

3 住宿和餐饮业 
住宿业营业额增速 

餐饮业营业额增速 

4 金融业 

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增速（错月数） 

证券交易额增速（错月数） 

保费收入增速（错月数） 

5 

房地产业（K 门类）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增速 

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速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

动 
按 5%增速推算 

6 
营利性服务业 

电信业务总量增速（错月数）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收入增速（错月

数） 

非营利性服务业 财政八项支出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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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统计行业各部门职责分工 
行业类别 负责单位 

一、批发和零售业 商务部门（口岸）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道路运输业 
交通部门 

    （二）水上运输业 

    （三）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粮食部门 

    （四）仓储业 

    （五）邮政业 邮政部门 

三、住宿和餐饮业 旅发部门、商务部门（口岸）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电信 工信部门 

        2、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文新广电部门 

        3、卫星传输服务   

          （1）人造卫星的电信传输服务 工信部门 

         （2）人造卫星的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文新广电部门 

    （二）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工信部门 

    （三）信息服务业 工信部门 

五、金融业 金融办 

六、房地产业 住建部门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租赁业 商务部门（口岸） 

    （二）商务服务业   

        1、企业管理服务 商务部门（口岸） 

        2、法律服务 司法部门 

        3、咨询和调查 工商部门 

        4、广告业 文新广电部门 

        5、知识产权服务 文新广电部门 

        6、人力资源服务 人社部门 

        7、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旅发部门 

        8、安全保护服务 公安部门、安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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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商务服务业（市场管理、会

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办公服务、信用服

务、担保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 

商务部门（口岸） 

 

行业类别 负责单位 

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研究和试验发展 科技部门 

    （二）专业技术服务业   

        1、气象服务 气象部门 

        2、地震服务 地震部门 

        3、测绘服务 国土部门 

        4、质监技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 质监部门 

        5、环境和生态监测 环保部门 

        6、地质勘探 国土部门 

        7、工程技术 住建部门 

        8、其他专业技术服务业 文新广电部门 

    （三）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科技部门 

九、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水利管理 水利部门 

    （二）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环保部门、林业部门、住建部门 

    （三）公共设施管理业   

  1、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城乡市

容管理、绿化管理 
住建部门、林业部门 

        2、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旅发部门 

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居民服务业 民政部门 

  （二）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工商部门 

    （三）其他服务业 

十一、教育   

 （一）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

等教育 
教育部门 

    （二）特殊教育 教育部门、残联 

    （三）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其他教育 人社部门、教育部门、文新广电部门 

十二、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卫生 卫生计生部门 

    （二）社会工作 民政部门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新闻和出版业 文新广电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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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文新广电部门 

   （三）文化艺术业 文新广电部门 

档案馆 档案部门 

烈士陵园、纪念馆 民政部门 

 

行业类别 负责单位 

（四）体育 体育部门 

（五）娱乐业 文新广电部门 

十四、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 

财政部门 （二）国家机构 

（三）人民政协、民主党派 

（四）社会保障 人社部门、卫计部门、民政部门 

（五）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   

1、群众团体 财政部门 

2、社会团体 
民政部门 

3、基金会 

4、宗教组织 民宗部门 

（六）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民政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