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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查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自然资统 DK10 表 

                                               制定机关：自然资源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9〕257

号 

单位详细名称：                                     20  年                    有效期至：2024 年 7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年末在职职工 

地质勘查人员 

    技术人员 

         高级 

         中级 

工程勘察与施工人员 

矿产开发人员 

其他人员 

二、平均从业人员 

三、劳动者报酬 

四、离退休人员 

年末人数 

总费用 

五、资产总计 

地质勘查设备原值 

    地质勘查设备净值 

六、负债总计 

七、净资产 

八、存货 

九、固定资产原价 

十、累计折旧 

本年折旧（地勘企业单位均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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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 

逻辑关系： 代码 01=02+06+07+08  代码 02≥03 代码 03≥04+05  代码 13＞14＞15  代码 1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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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地质勘查单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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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位为登

记管理部门代码、第 2 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 3-8 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 9-17 位为组织机构代

码、第 18 位为校验码。 

第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2 外交；3 司法行政；4

文化；5 民政；6 旅游；7 宗教；8 工会；9 工商；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 农业；Y其他。 

    第 2 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 机构编制：1 机关，2 事业单位，3 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 其他； 

2 外交：1 外国常住新闻机构，9 其他；3 司法行政：1 律师执业机构，2 公证处，3 基层法律服务所，

4 司法鉴定机构，5 仲裁委员会，9 其他； 

4 文化：1 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 其他； 

5 民政：1 社会团体，2 民办非企业单位，3 基金会，9 其他； 

6 旅游：1 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 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 其他；7

宗教：1 宗教活动场所，2 宗教院校，9 其他； 

8 工会：1 基层工会，9 其他； 

9 工商：1 企业，2 个体工商户，3 农民专业合作社； 

A 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 军队事业单位，9 其他； 

N 农业：1 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 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 其他； 

Y 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 1 表示。 

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2007〕）。 

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构代

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 

第 18 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证

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本项。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可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本部产业活动单

位，可使用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 9-16 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原组织机构代码号第 1-8

位，加“B”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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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在职职工 是指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企业在册人员，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符合劳动保

障部门关于认定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条件的人员，不含外方及港澳台人员、实习在校生、参军人员及未经聘

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 

地质勘查人员是指年末在职职工中，从事地质勘查工作的人员，包括从事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

查、资源潜力评价、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物探、化探、遥感、岩矿鉴定测试、地质测量等工

作的在职职工。 

技术人员  是指在地勘单位中从事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具有初级及初级以上地质勘查专业技术职

称的在职职工，包括已取得专业技术职称，现从事技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 

高级  是指地勘单位技术人员中，经过职称评定机构颁发高级技术职称证书的技术人员。 

中级  是指地勘单位技术人员中，经过职称评定机构颁发中级技术职称证书的技术人员。 

上述职称证书主要包括：原地矿部和原国务院各工业地勘主管部门或省级人事部门颁发的高、中及专

业技术资格证书或批准文件。 

工程勘察与施工人员  是指填报单位中专业从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工作的人员。 

矿产开发人员是指填报单位中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人员。 

其他人员是指填报单位年末在职职工中除地质勘查、工程勘察施工、矿产开发人员以外的人员。 

平均从业人员是指报告期内在填报单位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各类人员。包

括各类单位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聘用的外籍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领取补贴的兼职人员、

直接支付工资的劳务工以及个体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等。 

平均从业人数=（年初人数+年末人数）/2 或用年度各月平均人数之和除以 12。 

劳动者报酬是指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使用的全部劳动报酬（生活费）总额。包括：职工工资

总额，聘用人员报酬，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劳动报酬，外籍及港澳台人员的劳动报酬以及人事档案保

留在原单位人员的劳动报酬。 

离退休人员年末人数是指历年来由本单位离、退休，在省财政计划内并且在本单位领取离、退休经费

人员的年末总人数。 

离退休人员总费用是指报告期内由填报单位支出的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经费（包括生活和物价补贴）、

补贴等费用（包括医疗卫生费、交通费补贴、丧葬抚恤救济费、冬季取暖补贴、安家补贴、生活困难补助、

护理费、书报费等）总和。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

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

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

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厂房、机器、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

存款、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 

地质勘查设备原值是指本单位用于地质勘查的专业仪器设备原值。 

地质勘查设备净值是指本年末本单位用于地质勘查的专业仪器设备净值。 



 — 4 — 

负债合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债一般

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包括银行贷款、借款、应付账款、应付职工工资、应付职工福利费、应交税金等企业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净资产  指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所有者权益，包括事业基金、固定基金、专用基金、结余等，以及

企业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存货  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

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或物料等，通常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商品以及周转材料等。

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其中：“年初存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

中“存货”项目的年初余额数填报。注意：“存货”具有实物形态，不属于无形资产，由于企业持有存货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所以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购置的土地、尚未销售的商品房等均计入“存货”。 

固定资产原价  指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

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 

累计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根据会计“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 

贷方余额填报。 

本年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可以根据会计“财务状况变动表”中“固

定资产折旧”项的数值填报。若企业执行 2001 年《企业会计制度》，可以根据会计核算中《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及固定资产情况表》内“当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总额”项本年增加数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