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入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

办规计函E2016〕 1355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妤 zO16年

水利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

部直属各单位 ,备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 (局 ),各计划单

列市水利(水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

为做好 zO16年 水利统计年报工作 ,高 质量完成各项统计任

务 ,及 时上报相关统计报表和成果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严格执行备项统计报表制度

zO16年 ,根据水利改革发展需要和国家统计工作相关要求 ,

我部组织完成了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报表制度和水利服务业统计报

表制度的修订工作 ,并 已报国家统计局。修订说明见附件 1、 2。

(一 )水利综合统计要继续按照国家统计局审批的《水利综合

统计报表制度》(国 统制E2015〕 109号 )要 求,做好
“
水利发展主要

指标快报表
”“

水利综合信息统计表
”
和

“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统计

表
”
的填表上报工作。                 {
(二 )水利建设投资统计要严格按照新修订的《水利建设投资

统计报表制度》(待 国家统计局各案后另文转发),做好水利建设投



资统计年报工作。与原报表制度相比,新投资统计报表制度在保

持原有五张调查表框架不动基础上 ,增 加或删除了部分指标 ,明 确

了个别指标解释 ,优 化了统计调查内容。

(三 )水利服务业统计要按照新修订的《水利服务业统计制度》

(待 国家统计局审批后另文转发)要求,做好 zO16年度水利服务业

统计工作。与原报表制度相比,新修订的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优

化调整了部分指标设计和指标分类。

二、切实做好数据审核把关

(一 )关于水利综合统计

1.对 于
“
水利发展主要指标快报表

”
,各地区应确保数据分县

报送 ,尤其是精准扶贫相关内容 ,确 保纳入统计范围的贫困县(区 、

市)数据准确可靠。

2.对于
“
水利综合信息统计表

”
,新增加农村供水人口、农村集

中式供水人口、农村 自来水供水人口三个指标 ,各地区统计部门要

加强与建管、农水、水保等相关业务部门的沟通协调 ,做 好灌区耕

地灌溉面积、水土保持治理等指标的衔接工作。

3。 对于
“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统计表

”
,凡 ⒛16年 新增、减少或

重要属性特征信息发生变化的水利工程设施 ,均 应如实填报相关

统计表 ,并做好与
“
水利综合信息统计表

”
中相关指标的审核与衔

接。

座。高度重视水利系统外相关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审核工

作 ,确 保年报数据全面反映当年水利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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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 于水利建设投资统计年报

1.做好中央水利建设投资项 目、地方水利建设投资项目、水利

部门以外水利建设项目信息的收集整理 ,确 保全 口径反映当年水

利建设投资落实及完成情况。

2。 结合规划计划、建设管理等工作 ,提前做好 zO16年 在建项

目、收尾项目和前期工作项目的清理工作。

3.做好 zO16年水利建设投资年报数据和月报数据的衔接 ,充

分利用月报工作基础9进 一步提高年报数据质量。

(三》关于水利服务业统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属地原则和隶属关系,做好各类水

利活动单位的名录清理、登记工作 ,全面反映水利服务业发展情况

和机构能力建设情况。

三、按时报送统计数据

水利发展主要指标快报表及相关文件资料请于 zO16年 11月

30日 前报送我部 ;水利综合统计年报、水利建设投资统计年报数

据及相关文件资料请于 zO17年 2月 28日 前报送我部 ;水利服务

业统计年报数据及相关文件资料请于 zO17年 3月 31日 前报送我

部。

四、其他事项

(一 )数据报送方式。各单位均需报送纸质版签字盖章汇总表

及电子版相关数据材料。各流域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请

使用水利统计管理系统(http://s"。 mwr。 gov。 crl)报 送水利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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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报表、水利建设投资统计年报表、水利服务业统计年报表 ;

部直属其他单位使用 Exce1电 子表报送相关统计报表。

(二 )问 题反馈和答疑。各单位年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请 及

时与水利部规划计划司综合与统计处、水利部发展与研究中心投

资与统计研究处联系。

(三)联 系人及联系方式

张 岚 电话:010-63zO座273,传 真:010-63⒛ 5991

俞深彦 电话 :010-63zO2107,传 真:010-63⒛2787

邮箱 :s圮 @mwr。 gov。 cn

附件 :1。 《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报表制度》修订说明

2.《 水利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修订说明

吩
谌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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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报表制度》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做好水利统计工作，根据水利工作实际，对《水

利建设投资统计报表制度》（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3〕

162 号）有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月建 401 表：增加“资金来源”和“是否 172 项重大

水利工程”两个指标；将“投资计划下达年度”指标的选项

修改为“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2.月建 402 表：将“2.投资效益”中“（1）解决农村居

民饮水安全人口”“（2）解决学校师生饮水安全人口”修改

为“（1）当年解决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

3.年建 301 表：增加“是否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和“是

否有贫困村受益”两个指标。

4.年建 302 表：将“2.实际需要总投资”中“移民征地

费”和“5.本年完成投资额其他费用”中“移民征地费”修

改为“移民征地安置费”。增加“6、本年完成投资额（按财

务支出核算）”指标。

5. 年建 303 表：将“2.预算内专项（国债）”删除。将

“二、地方政府投资”其中项修改为“1.省级政府投资”“2.

地市级政府投资”“3.县级政府投资”。将“五、国内贷款”

下增加“#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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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建 304 表：删除“四、已实施的单项工程个数”“五、

已完工单项项目个数”“六、规划用地面积”“七、本年实际

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八、本年土地征用和购置价款”五

个指标。

7. 年建 305 表：将“饮水安全达标人口”修改为“当

年解决国家建档立卡饮水安全问题：#涉及村、#涉及户、#

涉及人口”三个指标。

8.附录：对水利建设项目的项目类型分类进行了个别调

整。

9.填报说明：对调整指标的指标解释进行了相应的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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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利服务业统计制度》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做好水利服务业统计工作，根据《国家服务业

统计调查制度》有关要求，结合水利工作实际，对《水利服

务业统计制度》（审批文号：国统制〔2014〕98 号）有关内

容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 将年服 04 表表名改成“水利企业财务状况”。

2. 在年服 01 表中，在“隶属关系”部分，按照《单位

隶属关系代码》（GB/T 12404-1997）规定，增加“居民委员

会（71）”、“村民委员会（72）”两个指标；在“登记注册类

型”部分，在内资部门中增加“ 个人独资企业（175）”指

标。

3. 在年服 02 表、年服 03 表、年服 04 表三张财务状况

表中，增加“存货”指标；此外，在年服 04 表中，还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指标。

4. 对年服 02 表、年服 03 表、年服 04 表的中部分指标

名称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如下：

附表 1 指标名称修改情况

序号 报表名称 原指标名称 代码 修改后指标名称

1 水利行政单位

财务状况

资产合计 P01 资产总计

2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P1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 水利事业单位 资产合计 Q01 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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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4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Q3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 销售税金及附加 Q50 销售税金

6

水利企业单位

财务状况

资产合计 S01 资产总计

7 销售（营业）费用 S13 销售费用

8 应交所得税 S27 本年应交增值税

9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总额 S29 应付职工薪酬

5. 对年服 02 表、年服 03 表、年服 04 表中部分指标解

释进行了修改完善，具体见下附表。

附表 2 指标解释修改情况

序号 报表名称 指标名称 原指标解释 修改后指标解释

1

水利行政单

位财务状况

固定资产

原价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

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

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

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

（固定资产折旧、净值等解

释见水利企业单位财务状况

中相关指标解释）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

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

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

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

（固定资产折旧、净值等解

释见水利企业单位财务状况

中相关指标解释）

删除括号内容。

2 同上 本年支出合计

指行政单位在业务活动中发

生的各项资产耗费和损失等

支出情况。根据行政单位“收

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本

指行政单位本年度全部支

出。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

出决算总表”中对应项目填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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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出合计”项目填报。

3 同上 福利费

指单位按国家规定提取的福

利费。此指标根据会计“支

出明细表”中相应项填列。

指单位按规定提取的福利

费。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

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

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4 同上 抚恤金

抚恤金指按规定开支给烈士

遗属、……的各项抚恤金。

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

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

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抚恤金指按规定开支给烈士

遗属、……的各项抚恤金。

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

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5

水利事业单

位财务状况

本年支出合计

指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发

生的各项资产耗费和损失等

支出情况。根据事业单位“收

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本

年支出合计”项目填报。

指事业单位本年度全部支

出。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

出决算总表”中对应项目填

报。

6 同上 差旅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出差、出国

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杂

费，干部及大中专学生调遣

费，调干家属旅费补助等。

此指标根据会计“支出明细

表”中相应项填列。

指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

费，干部及大中专学生调遣

费，调干家属旅费补助等。

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

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

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7 同上 福利费 指单位按国家规定提取的福 指单位按规定提取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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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费。此指标根据会计“支

出明细表”中相应项填列。

费。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

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

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8 同上 抚恤金

抚恤金指按规定开支给烈士

遗属、……的各项抚恤金。

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

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

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抚恤金指按规定开支给烈士

遗属、……的各项抚恤金。

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

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9

水利企业单

位财务状况

固定资产原价

……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

中“固定资产原价”项目的

期末数填列。

……根据会计“固定资产”

中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

报。

10 同上

营业税金及附

加

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应从经营

收入中抵扣的税金和附加，

包括……、教育附加等。……

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应从经营

收入中抵扣的税金和附加，

包括……、教育费附加

等。……

11 同上

销售（营业）费

用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发

生的包装费、广告费等费用

和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

的销售机构的职工薪酬、业

务费等经营费用。根据会计

“利润表”中“销售费用”

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

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

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

费、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

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

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

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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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

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

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

费用。根据会计“利润表”

中“销售费用”项目的本期

金额数填报。未执行 2006 年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

业费用（或经营费用）”项目

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12 同上 税金

……根据“管理费用明细帐”

中“管理费用--税金”的期

末借方余额分析填报。

……根据“管理费用明细帐”

中“管理费用--税金”的期

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分析

填报。

13 同上 差旅费

……根据“管理费用明细帐”

中“管理费用—差旅费”的

期末借方余额分析填报。

……根据“管理费用明细帐”

中“管理费用—差旅费”的

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分

析填报。

14 同上 利息净支出

……该指标应填报企业会计

报表上的利息净支出。根据

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账”中

的“利息支出”项目填报。

……该指标应填报企业会计

报表上的利息净支出。根据

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账”中

的“利息支出”项目填报。

删除这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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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 资产减值损失 无

指企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所形成的损失。根据会计

“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

失”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未执行 2006 年《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可免填。

16 同上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指企业的交易性金融

资……。余额在贷方，则为

净收益，余额在借方，则为

净损失，以“－”号记。

指企业的交易性金融

资……。余额在贷方，则为

净收益，余额在借方，则为

净损失，以“－”号记。未

执行 2006 年《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可免填。

17 同上 营业利润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

取得的利润，即营业利润为

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营

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

减值损失，再加上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执行

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可根据会计“利润表”

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期

金额数直接填报；未执行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

取得的利润。执行 2006 年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

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

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再加

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

收益。未执行 2006 年《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

润为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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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由于其“营业利润”

中没有包括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和投资收益，所以需根据

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

润”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加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

益后填报。

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后，

再减去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后的金额。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

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18 同上 营业外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

“营业外收入”项的本年累

计数填列。

指企业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

直接关系的各项收入，包括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债务重

组利得、政府补助、盘盈利

得、捐助利得等。根据会计

“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

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未

执行 2006 年《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营业外收入”

中不含“补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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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上 政府补助 无

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

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

不包括政府作为所有者投入

的资本。包括财政贴息、研

究开发补贴、政策性补贴等。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

业外收入-政府补助”的本期

金额数填报。

20 同上

本年应交增值

税

无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

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

配劳务等增加货物价值的活

动本期应交纳的税金，不含

期初末抵扣税额。根据会计

相关科目贷方累计发生额，

按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

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

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