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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

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

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

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0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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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工作，及时、全面掌握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情况，深入分析全国安全生产

形势，科学预测全国安全生产发展趋势，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和科学的决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和《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

事故（以下简称事故），依据本制度进行统计。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行业领域事故统计另有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三）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单位的基本情况、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人数，下同）、受伤人

数（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人数，下同）、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具体情况等。

（四）调查方法

本制度综合采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多部门会商等多种调查方法。

（五）组织实施

本制度由应急管理部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由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以上”包含本级，不含

应急管理部，下同）通过“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以下简称“直报系统”）负责数据的

审核和上报。

（六）统计分类规定

事故分为“依法登记注册单位事故”和“其他事故”两类进行统计。

1.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的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事故，纳入“依法登记注册单位事故”统计。

2.从事运输、捕捞等生产经营活动，不需办理营业执照的，以行业准入许可为准，按照“依法登

记注册单位事故”进行统计。

3.不属于以上情形的事故，纳入“其他事故”统计。

（七）统计一般原则

1.与生产经营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活动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2.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事故，不论生产经营单位是否负有责任，均纳入统计。

3.跨地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单位发生的事故，由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计。

4.两个以上单位交叉作业时发生的事故，纳入主要责任单位统计。

5.甲单位人员参加乙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事故，纳入乙单位统计。

6.乙单位租赁甲单位场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事故，若乙单位为独立核算单位，纳入乙单位

统计；否则纳入甲单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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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筑业事故的“事故发生单位”应填写施工单位名称。其中，分承包工程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

生的事故，凡分承包工程单位为独立核算单位的，纳入分承包工程单位统计；非独立核算单位的，纳

入总承包工程单位统计；凡未签订分包合同或分承包工程单位的建设活动与分包合同不一致的，不论

是否为独立核算单位，均纳入总承包工程单位统计。同时，应在 A1 表中填写建设单位名称及其所属

行业。

8.由建筑施工单位（包括不具有施工资质、营业执照，但属于有组织的经营建设活动）承包的城

镇、农村新建、改建、修缮及拆除房屋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9.从事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以及石油天然气开采外包工程施工与技术服务活动发生的事故，纳

入发包单位统计。

10.因设备、产品不合格或安装不合格等因素造成使用单位发生事故，不论其责任在哪一方，均

纳入使用单位统计。

11.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且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不含）的事故，暂不纳入统计。

12.生产经营单位人员参加社会抢险救灾时发生的事故，纳入事故发生单位统计。

13.非正式雇佣人员（临时雇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其他公务人员、外

来救护人员以及生产经营单位以外的居民、行人等因事故受到伤害的，纳入统计。 解放军、武警官

兵、公安干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因参加事故抢险救援时发生的人身伤亡，不计入统计调查制

度规定的事故等级统计范围，仅作为事故伤亡总人数另行统计。

14.雇佣人员在单位所属宿舍、浴室、更衣室、厕所、食堂、临时休息室等场所因非不可抗力受

到伤害的事故纳入统计。

15.各类景区、商场、宾馆、歌舞厅、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因自身管理不善或安全防护措施不

健全造成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纳入统计。

16.生产经营单位存放在地面或井下（包括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规定）用于生产经营建设

所购买的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品意外爆炸造成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纳入统计。

17.服刑人员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18.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19.公立或私立医院、学校等机构发生的事故纳入统计。

20.急性工业中毒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作为受伤事故的一种类

型进行统计，其人数统计为重伤人数。

21.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掌握的部分事故信息，应持续跟踪并予以完善。

（八）报送时间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在 24 小时内通过“直报系统”填报 A1 表甲区域内事

故统计信息。经查实的瞒报事故，应在接到事故信息后 24 小时内，在“直报系统”中进行填报并纳

入事故统计。

事故发生 7 日内，应及时补充完善 A1、A2 表相关信息，并纳入事故统计。对于首次填报日期超

过事故发生日期 7 日的，需将超期原因等相关情况在“直报系统”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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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 30 日内（火灾、道路运输事故发生 7 日内）伤亡人员发生变化的，应及时补充完善伤

亡人员情况，并纳入事故统计。

事故调查结束后 30 日内，应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及时完善校正有关事故信息。同时，由负责调查

的人民政府的应急管理部门在“直报系统”上传事故调查报告。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应在每月 8日将截取至 7 日 24 时“直报系统”内的上月事故统计数据作

为月度数据，即月度 B1、B2 表，经审核确认后，在“直报系统”内上报。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应在每年 1 月 8 日将截取至 1 月 7 日 24 时“直报系统”内的上年事故统

计数据作为年度数据，即年度 B1、B2 表，经审核确认后，在“直报系统”内上报。

（九）质量控制

本制度针对统计业务流程的各环节进行质量管理和控制。

地市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应认真做好事故统计工作的监督指导，结合地区实际对辖区内事故统计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的部门要加强对统计信息及统计数据的管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按照“谁报送、谁负责”的原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填报

事故统计信息。对于不报、瞒报、迟报或伪造、篡改数据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强化对统计数据的应用，加强对辖区内统计数据的分析、研判，充分发挥统

计数据服务、支撑及指导作用。

（十）数据公布与信息共享

本制度年度综合数据经审核确定后，通过《中国应急管理年鉴》公布。月度、年度综合数据可与

其他部门及本系统内共享使用，按照协定方式共享，在最终审定数据 10 个工作日后可以在应急管理

大数据应用平台共享，共享责任单位为调查评估和统计司，共享责任人为调查评估和统计司主管统计

工作负责人。

（十一）使用名录库情况

本制度使用国家基本单位名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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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方式
页

码

A1表 生产安全事故登记表 即时报送 生产安全事故
县级以上应急

管理部门

接报后 24 小时内在“直报

系统”中填报
5

A2表

生产安全事故伤亡

（含急性工业中毒）

人员登记表

即时报送 同上 同上

事故发生 30 日内（火灾、

道路运输事故发生 7 日内）

伤亡人员发生变化的，应及

时补充完善伤亡人员情况。

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掌握

的部分事故信息，应持续跟

踪并予以完善

6

B1表
生产安全事故按行业

统计表
月报、年报 同上 同上

月报于次月 8 日报送，年报

于次年 1 月 8 日报送
7

B2表
生产安全事故按地区

统计表
月报、年报 同上 同上

月报于次月 8 日报送，年报

于次年 1 月 8 日报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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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生产安全事故登记表

表 号： A1表

制定机关： 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事故标识：□ 1 依法登记注册单位事故 2其他事故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0〕133号

填报单位： 20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甲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 事故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发生地点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伤亡人员

死亡(下落不明)人数 人 受伤人数 人 其中：重伤人数 人

管理分类 □

1煤矿 2 金属非金属矿山 3建筑施工 4化工 5烟花爆竹 6 冶金 7有色 8建材 9机械 10 轻工 11纺织 12 烟草

13商贸 14 工商贸其他 15 道路运输 16 水上运输 17铁路运输 18 航空运输 19 渔业船舶 20 农业机械 21其他

事故类型

基本事故类型□1 物体打击 2 车辆伤害 3 机械伤害 4 起重伤害 5 触电 6 淹溺 7 灼烫 8 火灾 9 高处坠落 10 坍塌 11

冒顶片帮12透水 13爆破 14火药爆炸 15瓦斯爆炸 16锅炉爆炸 17容器爆炸 18其他爆炸19中毒和窒息 20其他伤

害

煤矿事故类型□ 1顶板 2冲击地压 3 瓦斯 4煤尘 5机电 6运输 7 爆破 8水害 9火灾 10其他

道路运输事故类型 □ 1碰撞 2 碾压 3刮擦 4翻车 5坠车 6 爆炸 7失火

渔业船舶事故类型 □ 1碰撞 2 风损 3触损 4火灾 5自沉 6 机械损伤 7触电 8急性工业中毒 9溺水 10 其他

水上运输事故类型 □ 1碰撞 2 搁浅 3触礁 4触碰 5浪损 6 火灾、爆炸 7风灾 8自沉 9操作性污染 10 其他

事故概况

乙

事故发生单位详细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行业代码按 GB/T4754－2017 填写）
是否涉及相关因素 □ 1火灾 2特种设备 3危险化学品 4 民爆

单位规模□ 1大型 2中型 3小型 4微型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国有企业属性□ 1央企 2省属 3市属 4县属是否为举报事故 □ 1是 2否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310 中外合资经营

120 集体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130 股份合作 171 私营独资 230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 330 外资企业

141 国有联营 172 私营合伙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90 其他外商投资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49 其他联营 190 其他

151 国有独资公司

丙

事故详细情况

注：主要包括事故详细经过、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伤亡总人数（指包括未纳入统计的总伤亡人数）、起因物、

致害物等情况。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报送方式：本表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直报。

2.报送时间：甲区域内容在事故接报后 24 小时内报送；乙区域内容在事故发生后 7 日内报送，30 日内补充完善，

并对甲区域内容进行核实更新；丙区内容在事故调查结束后 30日内填报。

3.本表涉及“管理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情况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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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伤亡（含急性工业中毒）人员登记表

表 号： A2 表

制定机关： 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事故标识：□ 1依法登记注册单位事故 2 其他事故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0〕133号

填报单位： 20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 事故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发生地点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姓名 性别 年龄 状态 文化程度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 1死亡 2重伤 3 轻伤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报送方式：本表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直报。

2.报送时间：本表在事故发生后 7日内报送，30 日内发生变化的应及时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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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按行业统计表

表 号： B1 表

制定机关： 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0〕133号

填报单位： 20 年 月 有效期至： 2023 年 11月

总体情况 其中：较大事故 其中：重大事故 其中：特别重大事故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总计

A 农林

牧渔业

小计

其中：1.农业机械

2.渔业船舶

B 采矿

业

小计

其中：1.煤矿

2.金属非金属矿山

C 、F、

H

商贸制

造业

小计

其中：1.化工

2.烟花爆竹

3.工贸

E 建筑

业

小计

其中：1.房屋建筑业

2.土木工程建筑业

G 交通

运输业

小计

其中：1.铁路运输业

2.道路运输业

3.水上运输业

4.航空运输业

D、I-T

其他行

业

小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报送方式：本表由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报送。

2.报送时间：月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次月 8 日，年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次年 1 月 8 日。

3.本表涉及“管理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情况详见附录。

4.审核关系：1≥5+9+13；2≥6+10+14；3≥7+11+15；4≥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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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按地区统计表

表 号： B2 表

制定机关： 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0〕133号

填报单位： 20 年 月 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总体情况 其中：较大事故 其中：重大事故 其中：特别重大事故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起数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

经济

损失

(万

元)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总计

省(自治区/直辖

市)

、

地(区/市/州/

盟)

、

县(区/市/旗)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报送方式：本表由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报送。

2.报送时间：月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次月 8日，年度报表报送时间为次年 1月 8日。

3.审核关系：1≥5+9+13；2≥6+10+14；3≥7+11+15；4≥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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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和填表说明

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

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事故发生单位详细情况 依据事故调查情况，分别填写涉及事故的单位详细情况。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应填报到最高一级母公司。

对非独立核算单位，应详细填写与事故责任单位的隶属关系，并同时填写经主管单位核准或批准

的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

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 位的阿拉

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

单位规模 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

统字〔2017〕213 号）规定填写。

登记注册类型 指企业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类

型填写。按照国家统计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

（国统字〔2011〕86 号）规定填写。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

际情况，比照《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确定。

管理分类

为了使历史统计数据具有延续性与可比性，并使行业分类与历史统计分类方式相衔接（按部门监

管职能的分类方式），特别设置了“管理分类”，这一栏目用于新旧报表统计数据的转换、对比。其

中，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八个工贸行业分类标准，按照《应急管理

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的通知》（应

急厅〔2019〕17 号）作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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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情况

发生地点 发生事故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县（区/市/旗）。

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的年、月、日、时、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四位码填写。

事故类型 分为基本事故类型和一些特定行业事故类型，具体如下：

(1)基本事故类型：1物体打击，2 车辆伤害，3 机械伤害，4 起重伤害，5 触电，6 淹溺，7 灼烫，

8 火灾，9 高处坠落，10 坍塌，11 冒顶片帮，12 透水，13 爆破，14 火药爆炸，15 瓦斯爆炸，16 锅

炉爆炸，17 容器爆炸，18 其他爆炸，19 中毒和窒息，20 其他伤害。

(2)煤矿事故类型：1 顶板，2 冲击地压，3 瓦斯，4 煤尘，5 机电，6 运输，7 爆破，8 水害，9

火灾，10 其他。

(3)道路运输事故类型：1 碰撞，2 碾压，3刮擦，4翻车，5坠车，6 爆炸，7 失火。

(4)渔业船舶事故类型（农业部令 2012 年第 9 号）：1 碰撞，2 风损，3 触损，4 火灾，5 自沉，

6机械损伤，7触电，8急性工业中毒，9 溺水，10 其他。

(5)水上运输事故类型（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15 号）：1 碰撞，2 搁浅，3 触礁，4 触碰，5

浪损，6 火灾、爆炸，7风灾，8自沉，9 操作性污染，10 其他。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按《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计算。

伤亡人员情况

死亡（下落不明）人数 指因事故造成人员在 30 日内（火灾、道路运输事故 7 日内）死亡和下

落不明人数。

受伤 指因事故造成的肢体伤残或某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损伤，表现为劳动能力受到伤害，经

医院诊断，需歇工 3 个工作日及以上。包括轻伤和重伤。

轻伤 指因事故造成的肢体伤残或某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损伤，表现为劳动能力受到伤害，经

医院诊断，需歇工 3 个工作日及以上、105 个工作日以下。

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重伤是指因事故造成的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

甚至丧失或引起人体长期存在功能障碍和劳动能力重大损失的伤害，经医院诊断需歇工 105 个工作日

及以上。

急性工业中毒是指人体因接触国家规定的工业性毒物、有害气体，一次吸入大量工业有毒物质使

人体在短时间内发生病变，导致人员立即中断工作，需歇工 3 个工作日及以上。

状态 根据死亡、重伤、轻伤等三种情况，在指定选项中勾选。

文化程度 分为：1文盲，2小学，3初中，4 高中、中专，5大专，6大学，7硕士以上。

事故等级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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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1)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

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

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事故。

有关行业领域对事故等级划分有补充性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指每生产 1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比率（小数点后统一

保留四位小数）。单位 GDP 可采用亿元、百亿元。以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例，计算公式为：

单位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10
8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指每生产 1 百万吨原煤，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比率（小数点后统一保留四位小数）。

计算公式为：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10
6

千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和千人生产安全事故受伤率

千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指一定时期内平均每千名从业人员中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

的比率（小数点后统一保留三位小数）。计算公式为：

千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10
3

千人生产安全事故受伤率指一定时期内平均每千名从业人员中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

的比率（小数点后统一保留三位小数）。计算公式为：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人）

生产经营单位平均从业人数（人）

报告期内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人）

报告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元）

报告期内煤矿原煤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报告期内原煤产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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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生产安全事故受伤率＝ ×10
3

生产经营单位平均从业人数是指报告期内（年度、季度、月度）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季度或

年度平均人数按单位实际月平均人数计算得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具体计算方法参考国家统计

局《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

推荐采用千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千人生产安全事故受伤率相对指标。该相对指标能够简单、

直观地对比企业间、行业间、地区间的安全生产状况，目的是为了有效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落实。

生产安全事故受伤人数（人）

生产经营单位平均从业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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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一）管理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对应情况

A 农林牧渔业：农业机械（01 农业，05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渔业船舶（04 渔业，05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其他。

B 采矿业：煤矿（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11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金属非金属矿山（主要包括：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9 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10 非金属矿采选业，11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其他。

C、F、H 商贸制造业：化工（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不含 253 核燃料加工；26 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不含 267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27 医药制造业；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烟花爆竹（2672 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民爆（2671 炸药及火工产品制造）；

轻工（主要包括：13 农副食品加工业，14 食品制造业，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9 皮革、

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1 家具制造业，22 造纸

和纸制品业，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9 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等 10 大类的企业；305 玻璃制品制造，307 陶瓷制品制造（除 3071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3072 卫

生陶瓷制品制造），338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376 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384 电池制造，385 家用

电力器具制造，387 照明器具制造，403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405 衡器制造，411 日用杂品制造等

10 个中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3322 手工具制造，3324 刀剪及类似日用金属工具制造，3351 建筑、家

具用金属配件制造，3379 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瓷制品制造，3473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3587 眼镜制造

等 6 个小类的企业。不包括：131 谷物磨制 1 个中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1351 牲畜屠宰，1352 禽类

屠宰，1511 酒精制造等 3 个小类的企业；从种植、养殖、捕捞等环节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

加工企业前的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服务的企业）；

烟草（主要包括：16 烟草制品业大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及 5128 烟草制品批发 1个小类的企业）；

纺织（主要包括：17 纺织业，18 纺织服装、服饰业等 2大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

建材（主要包括：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大类企业。不包括：305 玻璃制品制造中类所包含的全部

企业；3073 特种陶瓷制品制造，3074 日用陶瓷制品制造，3075 陈设艺术陶瓷制造，3076 园艺陶瓷制

造，3079 其他陶瓷制品制造等 5个小类的企业）；

冶金（主要包括：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大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

有色（主要包括：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大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

机械（主要包括：33 金属制品业，34 通用设备制造业，35 专用设备制造业，36 汽车制造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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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40 仪器仪表制造业，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等 9 大类企业。不包括：338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373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3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376 自行车和残疾人

座车制造，384 电池制造，38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387 照明器具制造，403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405

衡器制造等 9 个中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3322 手工具制造，3324 刀剪及类似日用金属工具制造，3351

建筑、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3379 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瓷制品制造，3473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3587

眼镜制造等 6 个小类的企业；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小类中武器弹药制造的企业；特种设备

目录中的特种设备制造企业）；

商贸（主要包括：51 批发业，52 零售业，5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61 住宿业，62 餐饮业等 5 大

类的企业（不含消防、燃气的监管）。不包括：51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518 贸易经纪与代理，525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529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591 装卸搬运，594 危险品仓储，596 中

药材仓储，624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等 8 个中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5112 种子批发，5128 烟草

制品批发，5162 石油及制品批发，5166 化肥批发，5167 农药批发，5168 农业薄膜批发，5169 其他

化工产品批发，5191 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5265 机动车燃油零售，5266 机动车燃气零售，5267 机动

车充电销售，5951 谷物仓储等 12 个小类的企业）；

其他。

E 建筑业：房屋建筑业（47 房屋建筑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其他。

G 交通运输业：铁路运输业（53 铁路运输业）；

道路运输业（54 道路运输业）；

水上运输业（55 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56 航空运输业）；

其他。

D、I-T 其他行业：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J 金融业；K 房地产业；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P 教育；Q 卫生和社会工作；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T 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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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

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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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

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

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

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

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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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

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

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

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

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

产总计代替。

（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
代 码 企 业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110

120

130

140

141

142

143

149

150

151

159

160

170

171

172

173

174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90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

集体联营企业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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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集体企业：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册的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企业：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

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

织。

联营企业：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

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

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

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

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指国家

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指国有独资公

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

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

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

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

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私营独资企业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

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指

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营、

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指按《公司法》、《私

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

限公司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内资企业：指上述内资企业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照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

和亏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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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在内地由港澳

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

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的股本占

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参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资合伙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

损的企业。

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投资者全

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外

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 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小于 25%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依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等。

（四）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年度生产安全事故汇总数据。

（五）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清单

年度生产安全事故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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