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商品购进总额 指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 !包括从国外直接进品" 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金额 !含增值

税"# 本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从国内外市场上购进商品的总价#

商品购进包括$!

!

"从工农业生产者%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住宿和餐饮企业%出版社或报社的出版发行部门和其他服务业企

业购进的商口&!

"

"从机关团体%事业单位购进的商口&!

#

"从海关%市场管理部门购进的缉私和没收的商品&!

$

"从居民收购的废

旧商品等#

不包括$!

!

"企业为本单位自身经营用'不是作为转卖而购进的商品'如材料物资%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办公用品等&!

"

"未

通过买卖行为而收入的商品'如接受其他部门移交的商品%借入的商品%收入代其他单位保管的商品%其他单位赠送的样品%加

工回收的成品等&!

#

"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

"销售退回和买方拒付货款的商品&

!

%

"商品溢余#

商品销售额 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含增值税"'本指标反映批发

和零售业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的总量#

商品销售包括$!

!

"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

"

"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服务业%公用事业等

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包括售予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

#

"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

品#

商品销售不包括$!

!

"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如随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品%借出的商品%归还受其他单

位委托代保管的商品%付出的加工原料和赠给其他单位的样品等&!

"

"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

费的业务&!

#

"购货退回的商品&!

$

"商品损耗和损失&!

%

"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废旧物资#

期末商品库存额 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是指取得所有权的全部商品金额!含增值税"&对于批发和零

售业产业活动单位'是指期末实际在库且归属法人具有所有权的全部商品金额!含增值税"# 这个指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的商品

库存情况'以及对市场商口供应的保证程度#

库存商品包括$!

!

"存放在本单位!如门市部%批发部%采购站%经营处"的仓库%货场%货柜和货架中的商口$!

"

"挑选%整理%

包装中的商品&!

#

"已记入购进而尚未运到本单位的商品'即发货单或银行承况凭证已到而货未到的商品&!

$

"寄放他处的商品'

如因购货方拒绝付款而暂时存在购货方的商品&!

%

"委托其他单位代销!未作销售或调出"尚未售出的商品&!

&

"代其他单位购进

尚未交付的商品# 库存商品不包括$!

!

"所有权不属于本单位的商品'如商品已作销售但买方尚未取走的商品'代替他人保管%运

输%加工的商品'代其他单位销售!未做购进或调入"而未售出的商品&!

"

"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商品!包括本单位所属加工厂和其

他生产单位加工生产尚未收回成品的商品"&!

#

"外贸企业代理其他单位从国外进口'尚未付给订货单位的商品&!

$

"代国家储备

部门保管的商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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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指售给城乡居民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是指专门从事提供食宿服务%进行食品烹饪调制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直接

向居民和社会集团出售主食%菜肴%烟酒饮料和其他商品取得的餐费收入和商品销售额'包括各行业企业或单位附设的对外营

业的旅馆%火车餐车%轮船餐车%轮船餐厅%机场餐厅的零售额'不包括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不对外营业的职工食堂所出

售的餐费收入#

其它行业零售额 是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单位和个体户'从事生活消费用品零售活动或者提

供住宿服务所取得的商品销售额和餐费收入#

批发和零售业营业面积 指批发和零售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按建筑面积计算的直接对顾客销售商品的固定场地的面积'

不包括办公室%仓库%加工场地等面积#

批发和零售企业从业人员 指在批发和零售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 包括在岗职工% 再就业的离退休人

员%在该企业!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 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但仍保留

劳动关系的职工#

%#'! !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统计限额标准"外贸企业一律包括在批发企业中#其年销售额以外币计量的#应折合人民币$

经营网点 指批发和零售企业设立的从事经营业务的自然单位数! 凡具有独立固定的营业场所"配备一定的业务人员"不

论单位大小"不论是否单独核算"按自然点计算!

零售网点 指批发和零售企业单位从事商品零售业务的自然单位数!凡具有独立固定的营业场所"配备一定的业务人员"不

论单位大小"不论是否单独核算"按自然点计算! 包括固定的售货亭! 不包括同一营业场所内柜组以及临时或经常性的流动推销

小组#流动售货车等!

独立商店 指独立经营"未与其他商业单位建立连锁关系的商店!

连锁企业 指在核心企业或总店的领导下"由分散的#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通过规范化经营"实现

规模效益的经济联合组织形式! 一般连锁店应由若干个分店组成! 其经营特征$

!"#

经营同类商品%

!$#

使用统一商号%

%&#

统一采购

配送"采购与销售相分离
%

部分商品可根据物流合理和保质保鲜原则由供应商直接送货到门店"其余均由总部统一配送
#

!

直营连锁 也叫正规连锁! 连锁门店均由总部独资或控股开设"在总部的直接领导下统一经营!

加盟连锁 也叫特许连锁! 各连锁门店
%

被特许人
#

通过合同形式"取得使用总部
%

特许人
#

商标#商号#经营技术和销售总部开

发的商品的特许权! 各连锁门店大多为独立法人
%

不排除一些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

"但无自主经营权"统一接受总部指导!

连锁总店 负责连锁企业资源
%

商号#商誉#经营模式#服务标准#管理模式等等
#

的开发#配置#控制或使用等功能的企业核

心管理机构!

连锁分店 指连锁总店所属各分散经营的企业或活动单位!

便利店 位于商业中心区#交通要道理以及车站#医院#学校#娱乐场所#办公楼#加油站等公共活动区%商圈范围小"顾客步

行
'

分钟内到达"目标顾客主要为单身者#年轻人#顾客多为有目的的购买%营业面积一般在
"((

平方米左右"利用率高%以即时食

品#日用小百货为主"有即时消费性#小容量#应急性等特点"商品品种在
&(((

种左右"售价一般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商品销售方式

以开架自选为主"结算在收银处统一进行%营业时间一般在
")

小时以上"提供即时性食品的辅助设施"开设多项服务项目%信息管

理系统程度较高!

折扣店 位于居民区#交通要道等租金相对便宜的地区%辐射半径
$

公里左右"目标顾客主要为商圈内的居民%自有晶牌占有

较大的比例"商品平均价格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以开架自选方式进行商品销售"并统一结算%用工精简"为顾客提供有限的服务%

信息管理系统程度一般!

超市 位于市#区商业中心#居住区%辐射半径
$

公里左右"目标顾客以居民为主%营业面积在
)(((

平方米以下$经营包装食

品#生鲜食品和日用品! 食品超市与综合超市商品结构有所不同%采用自选销售"出入口分设"在收银台统一结算%营业时间
"$

小

时以上%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大型超市 位于市#区商业中心#城郊结合部#交通要道及大型居住区%辐射半径
$

公里以上"目标顾客以居民#流动顾客为

主%实际营业面积在
)(((

平方米以上%以大众化衣#食#日用品为主"品种齐全"注重自有品牌开发%采用自选销售方式"出入口分

设"在收银台统一结算%设不低于营业面积
*(!

的停车场%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仓储会员店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交通要道%辐射半径
'

公里以上"目标顾客以中小零售店#餐饮店#集团购买和流动顾客为主%营业面积一

般在
)(((

平方米以上%以大众化衣#食#日用品为主"自有品牌占相当部分"商品在
*(((

种左右"实行低价#批量销售%采用自选销售"出入口分设"

在收银台统一结算%设相当于营业面积的停车场%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并对顾客实行会员制管理!

百货店 位于市#区级商业中心#历史形成的商业集聚地%目标顾客以追求时尚和品味的流动顾客为主%营业面积一般在

)(((

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商品结构"门类齐全"以服饰#鞋类#箱包#化妆品#家庭用品#家用电器为主%采取柜台销售和开架面售相

结合方式进行商品销售%注重服务"设餐饮#娱乐等服务项目和设施%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专业店 位于市#区级商业中心以及百货店#购物中心内%目标顾客以有目的选购某类商品的流动顾客为主%营业面积根据

商品特点而定%以销售某类商品为主"体现专业性#深度性#品种丰富"选择余地大%采取柜台销售或开架面售方式进行商品销售%

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专卖店 一般位于市
"

区级商业中心%专业街以及百货店#购物中心内%目标顾客以中高档消费者和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为主%

以销售某一品牌系列商品为主"具有销售量少#质优#高毛利等特点%采取柜台销售或开架面售方式进行商品销售"商店陈列#照

行业类别 统计指标 单位 限额标准

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

及以上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

及以上

住宿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

及以上

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

及以上

'&+! !



明!包装!广告讲究"注重品牌声誉#从业人员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提供专业性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程度一般%

家居建材商店 位于城乡结合部!交通要道或消费者自有房产比较高的地区"目标顾客以拥有自有房产的顾客为主"营业面

积一般在
!"""

平方米以上"经营商品以改善!建设家庭居住环境有关的装饰!装修等用品!日用杂品!技术及服务为主"采取开架

自选方式销售商品"提供一站式购足和一条龙服务$停车位一般在
#""

个以上"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厂家直销中心 一般远离市区'目标顾客多为重视品牌的有目的的购买'单个建筑面积在
$%"&'""

平方米左右"品牌商品生

产商直接设立$商品均为本企业的品牌"采用自选式售货方式进行商品销售"各个租赁店使用各自的信息管理系统&

门店总数 指该连锁企业所拥有的全部门店(包括直营店和加盟店$下同)数量% 其中$总店(如总公司有门店的话)作为一

个直营店处理% 此外$有的地区分出控股店$控股店按直营店统计%

直营店 由连锁企业总部投资开设$按连锁经营管理模式$由总部统一管理的店铺%

加盟店 特许连锁中$被特许人获得特许人授权后$使用其商标*商号*经营模式*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建立的店铺%

也包括自愿连锁的成员店% 系统内企业$如新华书店*烟草公司*石油公司等$应注意是否具备连锁经营特征$如果不具备连锁经

营特征$则不能纳入连锁统计范畴%

正餐 指提供各种中西式炒菜和主食$并由服务员送餐上桌的餐饮服务% 包括各种中式正餐和西式正餐%

快餐 指服务员不送餐上桌$由顾客自己领取食物的一种自我服务的餐饮活动% 包括各种中式快餐和西式快餐%

茶馆 以现场提供现场消费茶饮料为主$兼卖各式点心和小食品% 包括各种茶艺馆*茶楼*茶铺等%

咖啡馆 指现场制作现场消费咖啡饮料为主$兼卖各式点心和小食品% 包括各种咖啡馆*咖啡厅*咖啡屋等%

酒吧 以出售各种酒及酒精饮料为主$兼卖各式点心和小食品%

餐饮业营业面积 指餐饮企业
(

单位
)

按建筑面积计算的直接供顾客用餐的餐厅营业面积及从事食品加工*烹饪*调制的厨

房面积$不包括办公用房*仓库等面积%

餐饮业营业总收入 指餐饮业和从事餐饮活动的单位的全部营业收入$包括商品零售额*服务费*卡拉
*+

收入等%

餐饮业商品零售额 指餐饮企业直接对居民和社会集团零售的各种商品% 包括'经烹饪*调制加工后出售的各种食品*不

经加工直接转卖的各种外购商品$附设非独立核算的专门销售商品的小卖部出售的各种食品及其他商品%

餐饮业网点数 指住宿和餐饮企业设立的从事餐饮业务的自然单位数
,

包括本企业自身
-

% 凡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配备一

定的业务人员$不论单位大小$不论是否单独核算$均按自然点计算$即有一个营业点就算一个网点% 不包括派出的流动饮料*

流动饮食货车等$不论临时性还是经常性的均不作为网点统计
(

固定的饮食售货亭应作为网点统计
-

%

餐饮业从业人员数 指在该餐饮企业
(

单位
-

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 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在该企业惮位
-

工

作的外方人员*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 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但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配送中心 是连锁企业的物流机构$承担着各门店所需商品的进货*库存*分货*加工*集配*运输*送货等任务% 配送中心主

要为本连锁企业服务$也可面向社会%

统一配送比重 指统一配送的商品金额
(

按购进价计算
-

与全部商品购进总额之比%

配送中心面积 指配送中心的仓库面积和操作场的建筑面积$不包括办公区面积%

运输车辆 指该配送中心拥有的机动车数量$不包括平板车*人力三轮车等非机动车辆%

门店数 指该连锁店所拥有的全部连锁门店数量$包括总店
(

如果总公司有门店的话
-

和全部直营分店*加盟分店数% 其中$

总店作为一个直营店处理%

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指年成交额在亿元及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场% 商品交易市场是指经有关部门和组织批准设立$有固

定场所*设施$有经营管理部门和监管人员$若干市场经营者入内$常年或实际开业三个月以上$集中*公开*独立地进行生活消费

品*生产资料等现货商品交易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交易场所$包括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

市场成交总额 指商品交易市场所有摊位商品交易总额之和%

市场管理费总额 指市场管理部门收取的各种管理费金额合计数% 包括向工商管理部门缴纳的工商管理费*向摊主收取的

水*电*卫生*治安等费用%

市场营业面积 指市场营业用场地*仓库等营业性建筑面积%不包括为市场经营服务的办公室和附设的旅馆*招待所*餐馆*

停车场的面积%

摊位出租率 为实际出租摊位数占全部摊位数的比率%

摊位租金总额 指市场出租场地或摊位而得到的租金收入%

税金总额 指摊主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的税金%

市场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 指市场建立之日至今$累计专门用于市场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用于市场附属设施
(

如

附设的旅馆*招待所*餐馆*停车场等
-

的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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