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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书耘

扫描数据是大数据技术在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调查中应用的重要

手段，具有采价效率高、信息特征全和

调查成本低的优势。笔者从基层调查

工作实践出发，浅谈做好超市扫描数据

应用的五个要点。

抽选合适超市网点

为确保调查数据能够代表本地市

场价格变动情况，基层调查队应在年初

初始化工作中做好调研摸底，选择在当

地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且经营情况较为

稳定的超市作为应用网点。同时提前

谋划，组织实施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工

作。从超市的电子结算系统是否完善、

能否配备专人负责提取调查相关数据、

人员队伍是否相对稳定等方面，综合判

断该超市是否具备应用扫描数据的主

要条件。与超市负责人做好沟通协调，

详细讲解 CPI 调查工作意义和扫描数

据应用流程及要求，维持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登记详细规格信息

专业人员应结合扫描数据应用前

的超市采价种类，明确超市应用扫描数

据的具体分类，根据《流通和消费价格

统计报表制度》中的分类指标解释，做

好代表规格品选择。同时按照国家统

计局《扫描数据应用与管理办法》要求，

确保调查的规格品数量为该分类至少

需要规格品数量的 2倍以上。

制作规格品价格登记表，通过超市

后台和现场走访，详细登记代表规格品

的商品货号（编码）、名称、包装大小和当

期价格等。其中需要注意是否出现同类

商品使用同一商品货号或编码的情况，

如体育用品、文具等，确保货号（编码）与

规格品做到一一对应，能够准备匹配后

台数据。

精准做好价格处理

如果超市无法直接提供能够导入

CPI 手持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的标准化

格式数据，基层调查队应严格执行制度

要求，参照分类操作办法和《CPI 采价

操作 100 问》，规范、准确做好价格处

理。专业人员应在规定的采价日里，联

系超市统计人员获取原始价格数据。

根据超市后台导出的数据特征，利用商

品货号（编码）进行信息匹配，筛选出规

格品的原价、促销价、促销时间和库存

等。同时根据计量单位计算出规格品

的上报价格，重点注意打折促销、商品

缺货、规格品上下市等特殊价格处理方

式，并与超市统计人员进行核实确认。

加强数据质量核查

在数据导入前，专业人员应对促销

活动价格处理、相邻两次价格变动异

常、上下价格处理的正确性等情况加强

数据审核，关注价格变动的横向纵向对

比，确保导入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

经审核导入系统后，及时添加清楚、完

整的采价说明。

定期对超市进行回访抽查，对比扫

描数据价格和现场价格的一致性、准确

性。每月现场重点核查缺货断货、价格

长期不变的代表规格品，结合商品销量

情况，按照同质可比要求做好缺失规格

品替换，并及时更新商品货号（编码）、

名称、包装等信息。

规范留存原始资料

建立扫描数据应用台账，按月对

扫描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包括超

市报送的价格原始资料、本单位的价

格计算表和上报的价格登记表，同时

以约定的方式和时间将资料的纸质版

进行盖章留存，实行档案化管理，做到

数据有迹可循。同时做好超市统计人

员现场采价业务培训，制定采价应急

预案，确保在突发情况下无法应用扫描

数据时，统计人员能够按照“三定一直”

要求做好现场价格采集，确保数据生

产不断不乱。

扫描数据应用是 CPI 调查工作的

重要补充，各地在推进扫描数据应用时

应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成熟

一个、发展一个”的整体思路，稳妥推进

扫描数据应用，从而实现采价方式的现

代化转变。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滁州调

查队）

超市扫描数据应用五要点

■ 丛海志

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的 56%，煤炭产品出厂价格的变化对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走势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结合在国家统

计局鸡西调查队工作实践，就如何做好煤炭产品价格采集浅谈几点

思考。

——强化业务学习，提升业务水平。煤炭产品价格调查是 PPI调
查的一部分，想要做好煤炭产品调查，一定要认真对待国家统计局和总

队的业务培训会，及时掌握 PPI 调查制度新变化和新要求，熟悉精通

PPI调查报表中各项指标的含义及解释，确保能够为企业做好业务指

导、答疑解惑。

——将煤炭产品的价格折算成标准煤价格，减少非价格波动误

差。考虑到煤炭产品的多样性，可以尝试将煤炭产品的价格按照标准

煤的价格进行折算，将不同热值的煤炭产品按照统一计算过程进行折

算后，可以减少因煤炭卡数等指标的差异而影响煤炭产品价格的非正

常波动。

——甄别特殊原因，杜绝非市场因素对价格影响。调查中发现，

有企业存在主观因素而非市场因素造成产品价格的波动。针对非市

场因素的影响，想要做好煤炭产品价格采集，必须关注煤炭类大宗价

格走势情况，以及原材料供求对成本变动的实际影响，并结合有关市

场行业经营、政策动向，用宏观视角剖析数据质量细节，确保调查数

据符合规律。应学会结合周边地区或同行业价格变动规律趋势，加

强数据间横纵逻辑比较，确保价格走势符合经济规律。发现当地市

场煤炭趋势与市场预期相差较大或趋势相反时，应及时与企业沟通

核实，查明原因，并要求企业提供相关的价格凭证。对于审核查询过

程中需要修正的数据，及时联系企业重新上报，确保企业上报价格真

实无误。

——层层把关抓审核，保证数据质量。加强煤炭产品价格数据的

审核，做到联网直报平台开网后时时监测，逐笔数据进行审核，及时把

握产品价格的走势，重点审核价格变化超过 5%及价格长期不变的，发

现煤炭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或与趋势相反时，要及时与企业进行联系，做

好解释说明。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鸡西调查队）

也谈煤炭产品价格采集

■ 杨海强

主要畜禽监测调查作为农林牧渔

生产经营活动情况主要调查之一，为各

级政府制定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提

供重要依据。笔者结合实际，浅谈如何

进一步做好主要畜禽监测调查。

目前，在主要畜禽监测调查工作中

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主要畜禽监

测中小型户调查聘用的辅助调查员多

为村干部，重视程度、年龄层次、文化水

平、村内事务都会或多或少影响调查开

展，有时会存在填报不及时、逻辑关系

错误、认识不足等问题。

二是核实较为困难。主要畜禽监

测中小型户调查需每月、每季度去核对

数据，按期末数等于期初数加期内增加

数减期内减少数的逻辑关系去填报报

表，但限于村内中小型户较多、养殖品

种各异、出售和购买时间不对等现象，

如期核实每户期内增加数和期内减少

数存在一定困难。数据的核实主要依

靠辅助调查员，调查人员很难实时现场

监控，易造成监管不足，把控不够。

三是调查信息滞后。主要畜禽监

测调查规模户报表和台账是由抽中的

法人单位会计或统计人员填报，大型规

模户在填报时，由于养殖和灭菌需要，

存在养殖场所和办公场所分离的现

象。企业自身又规定了养殖畜种增加

和减少数量的上报时间，个别规模户存

在企业内部报表上报数据和主要畜禽

监测调查方案数据上报时间不一致，易

造成企业内部上报数据和统计调查上

报数据存在差异的现象。

笔者认为，针对要主要畜禽监测调查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把好选聘，强化培训。把好辅

助调查员选聘关是主要畜禽监测调查

的重要环节，选聘时应选择熟悉情况、

认真负责、工作水平较高的人员作为主

要畜禽监测调查的辅助调查员。对辅

助调查员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培训，

通过现场教学、组织考试等方式，摸清

辅助调查员情况。要与辅助调查员进

行良好沟通，通过建立线上 QQ 群、微

信群，定时提醒辅助调查员工作任务和

注意事项，随时解答辅助调查员提出的

各类问题，按时保质完成调查任务。

——摸清底数，真实调查。保证

主要畜禽监测调查数据真实性的关键

在于摸清底数、记录底册。一是要求

辅助调查员要规范填写调查台账，不

定期访问记录调查户畜禽增减情况，

与调查对象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当

养殖数量有增减变动的情况主动向辅

助调查员说明，做到数据不重不漏。

二是要求调查员应保证每季度现场核

实调查品种数目，抽选部分调查户进

行养殖数目清点，核对新增和减少数

据。定期查看辅助调查员填写的台

账，不定期抽查或电话回访调查户核

查数据，对疑点数据进一步核查，保证

源头数据真实、准确。

——审核把关，完整记录。严格审

核是数据真实、准确的关键步骤，是考核

辅调员与调查员工作能力和态度的重要

一环。主要畜禽监测调查应加强辅助调

查员、基层队队内调查人员对纸质台账、

过录表表间逻辑关系的审核。特别是辅

调员在充分了解调查对象的养殖情况

下，认真核对、准确填报，对存在报表时

间差的应尽可能及早联系养殖场，及时

填报，保证源头数据的真实准确。调查

人员应加强对台账和程序数据的审核，

特别是跨期逻辑关系的审核，努力做到

数据无逻辑关系错误。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兴和调

查队）

进一步做好主要畜禽监测调查

■ 刘建伟 韩淑颋

三、CPI的编制方法

全国的 CPI 由国家统计局编制发

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CPI由国家统

计局认定反馈，各调查总队公开。

（一）确定调查目录。

编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首先确定

将要调查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与国际

上做法一样，我国统计部门抽选一组居

民经常消费的、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

的、有代表性的、固定数量的商品和服

务，这一组固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统称

为“商品篮子”。确定“商品篮子”时，参

照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按目的划分的

个人消费支出分类标准 (COICOP)》,结

合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抽样

调查资料, 确定“篮子”中所包含的商

品和服务类别。目前，CPI价格调查食

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

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共8个大类、262个

基本分类的商品与服务价格。基本分

类是将一些功能、性质、结构相同或相

近的产品集合起来，也是指数计算和权

数设置的最小分类。

（二）调查的范围。

CPI价格调查在全国31个省（区、

市）中抽取500个市县开展，在这些市

县采用抽样调查方法抽选确定价格调

查网点。目前，全国有8.8万余家价格

调查网点，包括商场（店）、超市、农贸市

场、服务网点和互联网电商等。由于人

口和市场建设等方面的差距，500个调

查市县各自抽选的价格调查网点在数

量上有差别，大中城市要明显多一些，

小城市和县相对少些。

（三）调查的商品。

在每个价格调查网点，选择确定要

调查的商品，即“代表规格品”。“代表规

格品”是每个基本分类下设的，用来反映

某个基本分类价格变化的具有特定产

地、规格、等级、牌号、花色等特征的一组

商品。选取代表规格品遵循以下原则：

1.消费数量较大，供应相对稳定，

生产和销售前景较好。

2.选中的工业消费品必须是合格

产品，产品包装上应有注册商标、产地、

规格等级等标识。

3.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有较强

的代表性，即选中规格品的价格变动特

征与未选中规格品之间价格变动的相关

性愈高愈好。例如某市选中“金龙鱼牌

食用调和油”作为“食用植物油”这一基

本分类的代表规格品，未选“福临门牌食

用调和油”，是由于市场上这两种商品的

价格上涨一般是联动的，因此只选一种

就能反映食用植物油的价格变动情况。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消费习惯

不尽相同，各市县根据当地情况抽选的

代表规格品有部分差异。例如,粮食制

品这一基本分类下，北京选择的是馒

头、火烧和大饼等代表规格品，贵阳选

择的是米粉、卷粉等代表规格品。

（四）价格调查方法。

通过手持数据采集器，采用定人、

定点、定时的方法直接调查。在保证价

格准确的前提下，经国家统计局审定，

各地可利用被调查单位的电子数据进

行辅助采价，也可从互联网采集特定商

品和服务价格。为准确反映当月的价

格变动情况，对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

关、价格变动比较频繁的商品，每5天

调查一次价格；一般性商品（服务）每月

调查2次价格；部分服务项目每月调查

3次价格；由国家或地方统一定价的商

品（服务）或价格相对稳定的商品（服

务），每月调查一次价格。

以大米为例,“大米”是小类“粮食”

下的一个基本分类,为了计算其价格指

数,某调查市选取了“七河源牌5公斤袋

装米”作为大米的 3 个代表规格品之

一，抽选了甲乙丙三个价格调查点，在

采价日，采价员前往各个价格调查网点

采集价格。全国各地采价员使用手持

数据采集器，登录统一的电子平台，即

时数据全部及时传送至国家统计局服

务器中，各省市县工作人员可以同时审

核原始价格。

（五）关于权数的设置。

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家庭在一些商

品上消费支出较多，在另一些商品上的

支出相对较少，因此，在计算价格指数

时，引入“权数”，权数显示出“篮子”中

每一类商品或服务在居民消费总支出

中所占的比重，一般用百分比来表示。

通过权数能够计算某类商品的价格变

动对上一级指数变动的影响程度。

在编制全国CPI时，权数资料主要

根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城乡居民

家庭消费支出资料计算，并辅以其他部

门的行政资料、部分典型调查和专项调

查资料加以补充。

（六）价格指数对比基期。

从2000年开始，CPI计算由每月变

动对比基期改为固定对比基期，居民消

费价格首轮对比基期定为2000年，即

以2000年平均价格为基期价格。考虑

到消费市场的发展变化、居民消费的升

级换代，为更准确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

新变化和物价的实际变动，规定每5年

进行一次基期轮换。CPI基期轮换包括

调查商品“篮子”、调查网点、代表规格

品和权数等的调整。从2016年开始到

2020年的五年，使用2015年作为对比

基期，调查商品和权数以2015年城乡

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来确定。

（摘自《领导干部统计知识问答》

（第二版），中国统计出版社）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如何编制的？（中）

■ 邓宇瑄

把好访户关是提高劳动力调查数据质量，获得最真实、准确一手资

料的必要条件。如何做好劳动力调查，提高调查效率？笔者认为，可以

加强巧用信息、访户技巧和台账管理三方面工作。

巧用多方信息 做好准备功课

巧用网格信息，做好基本功课。在劳动力调查访户前，调查员除了

要了解被调查户的基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利用社区网格信息，了解被调

查户家中人口数量、就业状态、有无外出人员这些基本情况，在调查中

才能及时发现调查对象表述中的遗漏与不足之处，多加追问，获取详实

的第一手资料。

巧用老户信息，做好动态功课。在调查劳动力老户前，要对上月的

调查信息做复习，做到心中有数。在调查过程中，及时掌握调查户家中

人员信息、人口性质、工作及收入等情况变化，适时详加询问，把准人员

信息变动原因，避免上报过程中的逻辑错误及信息不连贯情况，并对变

动情况做好详细记录和说明，方便后期审核查看。

巧用记录信息，做好归纳功课。在调查大学宿舍、厂房片区、集资

住宅小区等地方时，调查员往往会遇上许多工作生活都在同一片区域

的住户或人员，不少样本户之间都有着相似的工作经历或生活轨迹。

在调查中，调查员可以善用相同或类似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于一部分

调查中表述不清的情况可以多加询问了解，获取真实情况。

妙用访户技巧 搭建沟通桥梁

妙用方言沟通，搭建语言桥梁。在调查中为尽快同调查户熟悉起

来，提高调查效率，调查员访户时要善用方言俚语，这样能拉近和访户

的距离增加熟悉感，更好表述调查问题，并能更加精准地在回答中提炼

出所需要的信息。

妙用邻里沟通，搭建帮扶桥梁。调查员在调查中时常会遇上纯老

人户、五保户、贫困户甚至身有残疾的调查对象。调查员在调查中详细

了解调查户家中困难及不便之处，并及时将情况反馈给社区、街道及相

关部门帮扶负责人员，为身有不便的住户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定向或上

门帮扶，让调查户能够认识到统计调查不仅有精准的调查数据，更有温

暖的人文关怀，提高配合度。

妙用政策沟通，搭建宣传桥梁。在日常的调查中，除了要及时在

楼道小区和社区显眼处张贴宣传海报、挂图及发放《致调查户的一封

信》，调查员还要利用入户调查契机，面对面宣讲相关调查政策和统

计法律法规，使居民真正了解统计调查的职责和义务，积极配合统计

调查工作。

善用归纳留痕 健全台账管理

善用拍摄照片，及时调查留痕。调查中，调查员及时用拍摄的照片

留下核户情况、访户记录等图像资料，并在照片上添加时间地点等相关

水印信息，做到调查留痕，以便后期随时整理查看。在每月调查完毕

后，立即整理归纳访户资料及相应的入户照片，多方位完善记录台账。

善用访户记录，及时信息留痕。访户时，调查员按要求认真做好访

户记录，不仅要记录好被调查户住址户主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还要

记录好每家每户每人的详细情况，这些信息不仅可以帮助调查员在人

口性质、住户状况把握不准确时，详细说明情况，便于做出更为合理的

判断，还便于后期随时查看对比，不断建立健全调查访户登记台账。

善用回访契机，及时查缺补漏。在劳动力调查工作中，电话和实地

回访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助回访不仅可以了解调查员入户调查

情况，还能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调查员把握不准或者记录中表述不

清之处，针对调查问卷中出现的问题和疑惑点，进行重点关注详细询

问，及时差缺补漏，搞准调查户真实情况，确保劳动力调查源头数据详

实准确。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孝感调查队）

怎样提高访户效率

原永红原永红 绘图绘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