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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  我们在路上 

 
一张证、一瓶水、一叠资料、一个平板，开始我们的清

查之旅。 
一段路、一片区、两个伙伴、满腔热忱，继续我们的平

凡之路。 
一线清查，我们在现场，从盛夏到初冬，深入实地，用

数据说话。一家一户，用专业、真诚、耐心对待每一个清查

对象，用专注、汗水、勤奋对待每一组清查指标。 
通过对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及个体经营户的“地毯

式”逐一清查，为区镇下一步经济普查正式登记工作夯实基

础，至十一月初，整体的清查工作已基本完成，法人单位核

查率超过 100%（包括新增）。 
10 月 30 日接市经普办通知，个体户缺口遗漏较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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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有证个体查找外，还要

突出查找“无证个体”和“群体个

体”。区镇立即组织协调，安排对

重点区域的复查，同时通知各办

事处、街道，对无证个体比例较

少的村、社区，再次组织扫街，

加大核查力度，确保个体户的不

遗漏。与此同时，区镇普查办的

编码及查疑改错工作，也在有条

不紊的进行当中，普查办全员加

班加点，连续利用双休时间，确保了三万余条单位的编码及

错误修正的按时完成。 
就这样，大家脚踏实地，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和问题，用

一颗将普查工

作做好、做全、

做到位的拳拳

之心，积极进

取，攻坚克难，

扎实做好四经

普各项工作，

确保普查工作规范有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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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镇四经普清查登记进度 
截止 2018 年 11月 16 日 

 
 

经 普 感 悟 
 

2018 年 8 月，区镇经普办成立之初，选调了冯燕等 10 名

新录用的事业单位人员和大学生村官，这群大都 95 后的年轻

人，用他们的青春和活力，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献出了踏

上社会的第一份人生感悟。 

 

经济普查 数据说话 脚步丈量 

           —— 冯燕 
有幸加入杨舍镇经普办，有幸参加第四次经济普查。从

懵懂到娴熟，从零开始，我们细致分工，通力合作，携手并

进，共同完成四经普企业清查工作。 
积少成多，循序渐进，聚沙成塔。我们像设计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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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每一步细致工作；我们像搬运工，徒步走过大街小巷，登

记到每家每户；我们也像工程

师，用脚步丈量区域内每一寸经

济脉络。每一位普查员，都在这

平凡岗位上闪耀着最美丽的风

采。 
本次清查工作时间紧、业务

量大、技术含量高，为确保“磨

刀不误砍柴工”，杨舍镇经普办

多次对下辖各区镇普查员进行

业务培训。从清查的规范要求讲

解，到清查表的填写，到 PAD 的录入、数据上报，我们多次

组织大课堂、小讲堂，面对面、手把手学好基本功。认真打

好普查基础，认真把握每个细节，认真解决每个问题。杨舍

镇所辖区域范围广，企业数量多，个体户情况复杂。我们起

早贪黑，加班加点，有序开展工作。一次次通知，一通通电

话，一趟趟上门，一遍遍核实，宁重勿漏，精益求精。不放

过每一家需要登记的单位，力求清查数据准确、真实、可靠。 
勤奋学习长本领，热情耐心常微笑，依法依规做登记，

深入基层摸“家底”。整个过程，各种滋味，酸甜苦辣，收

获满满，累并快乐着。于我而言，经济普查不仅仅是一项亟

需完成的工作，更是我在机关学习的一堂课，生动、具体又

富有实践性、指导性的一堂课。 
经济普查人人出力，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没有旁观者；

数据国家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是家庭成员，没有客人。经济

普查工作就是一项众人团结协作的工作，这里面既有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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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普办的统一部署，又有各位指导员和普查员的辛苦付出，

更有各统计对象的大力支持配合。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一定能取得

圆满成功。 
 

经普之行 贵在用心 获在感悟 

          —— 陈心旭 

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第四次经

济普查。这次经济普查我感受很多： 
杨舍镇共有 2 万多家法人

单位需要核查，工作量大，且时

间紧迫，真可谓是任务艰巨了。

为了能够保证经济普查工作的

顺利进行，保质保量的完成此

项工作，市里面对全体指导员，

普查员进行了专业的培训。第

一阶段清查分两步走。首先是

挨家挨户，实地走访去填写纸

质表，并且录入 PDA，确保有

些不在底册内的企业单位也可以正常填表，录入信息，不会

有遗漏。同时，这样做的好处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完整从受访

者口中得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第二步是对底册内出现，

但实际上门没有找到的普查单位进行核实。为此我们同税务、

工商部门合作，导出了一份税务上的电话，同联系不到的企

业名单对比，通过电话联系来采集单位信息，进行录机。在

电话核实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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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不存在”等现象；好不容易打通了，

却没有人接；有人接，听了没说两句话就又很不耐烦的挂断

了。多次被拒绝后，我们总结并改善着自己的沟通方式，终

于取得了被核查单位的信任。 
这次经普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做事要细心，沟通要耐心。

虽然工作量大，时间紧迫，但采集单位信息的时候仍要保持

着一份细心，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与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要持着一份耐心，让受访者相信我们，对我们吐露准确的信

息。最后，我想说的是，团队协作十分重要。正是由于团队

里每个人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经普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用脚步丈量初心 

——顾玲玲 
随着第四次经济普查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第一阶段清

查工作已临近尾声。数月来，我们加强培训，攻坚克难，深

入群众，细访民情，耐心填录，

终于将难题逐个解决，按期完

成上报。回想起这一阶段的工

作，既有辛酸苦楚也有收获满

足，感触良多。 
刚加入普查办时，我对普

查工作陌生而不解，只感到业

务知识的匮乏，压力的庞大，一

度心生迷茫。整个普查工作中，

有过不分昼夜解答普查员在现



 
7 

场普查时遇到的问题，有过几次登门拜访未见清查对象，有

过将底册单位一遍遍比对，一遍遍查漏补缺，有过连日加班

编写“行业代码”……而整个普查期间最常面临的，也最容

易让普查员受到打击的，即是普查时哪怕一遍遍解释依然被

对方质疑甚至冷嘲热讽。但我想，如若不是切身经历过，未

必能真心体会到，普查工作，即是用脚踏实地的每一步，为

国家大计、企业发展谋惠助力。 
在经济普查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在进

入东方新天地普查时，一位企业法人对于普查存有质疑不断

询问“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对于微小企业的帮助”，在我

告知其这项工作对于国家了解经济运行现状、制定大政方针

政策的作用后依然不愿积极配合，此时我已心生一丝焦虑和

低沉。而那天与我一同入户清查的塘市办事处丁站长则耐心

地与清查对象解释道“先生，您知道今年国家又新出台了一

项政策吗？将微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从 50 万调整到

100 万，这可大大惠利了像你们这样的企业啊！我们开展这

样的工作，正是要通过收集基础数据，为国家制定更加科学

利民的好政策、好规划作准备呀！”通过丁站长的一番解释，

清查对象面露欣喜，积极配合完成清查工作，开始连声称赞

政府行为，表示要立即去了解该项政策，为自己企业的发展

谋未来。 
面对工作中的困局，丁站长不是抱怨，而是利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以及耐心细致的服务态度，从清查对象的角度出发

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也正是在一次次向老同

事学习请教、与企业普查对象解释沟通的过程中，我深深体

会到，全国经济普查把脉国家发展动向，而我们作为其中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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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却不可缺失的一员，亦承担着我们的职责——我们是国家

经济发展最基层的一个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政府的形象，

让群众信服，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恒久不变的追求。一个平凡

的普查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从群众的角度出发，用

真情拉近距离，以脚步丈量初心。 
 

参与经济普查  记录时代进程 

            ——黄春瑜 

作为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很荣幸能被抽调成为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张家港杨舍镇经普办的工作人员。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是重大国情国

力的一次大体检，旨在

回顾五年经济发展情况，

规划今后五年经济发展

道路。作为基层普查指

导员，我们要做到“家底

清、数据实”，按时保质

完成普查任务。在参与

经普工作两个多月中，我这个在普查工作中摸爬滚打的小战

士倍感工作的困苦与艰辛，但仍默默坚持奋斗在经普工作的

第一线，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挑战。 
对于此次经普有以下几点感悟：第一，工作任务重，经

开区（杨舍镇）普查片区法人、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数量

庞大，基层普查员人员少，所以我们普查指导员也会经常下

去普查，除此之外，还要及时为普查员解答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难题，普查员在基层加班，我们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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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得一直保持电话畅通，时刻准备在一线奋战。第二，工

作难度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各项信息

都有很高的保密意识，导致普查员难以被信任。尽管我们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但在清查工作中仍不免碰壁，有的大

门紧闭，有的把我们推出门外，有的经过耐心的解释后仍旧

不理解，有的连电话都不接，有的还出言不逊，甚至曾经遇

到过拿着菜刀出来赶我们走的情况。第三，技术要求高。清

查工作涉及到各个行业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且工作流程十分

复杂，所有清查报表要采用 PDA 进行录入、审核和上报，最

终清查结果还要在统计平台上进行行业编码的编写、审核和

验收工作。这要求我们不但要学好专业知识，还要对每一个

工作流程进行严格把控，并且还要熟练掌握清查报表在网上

平台进行编码工作的技能。 
国家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经济普查工

作，目的是获取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为社会经济发展科学

决策提供准确依据，这就要求我们每个普查工作人员始终树

立数据质量第一的思想，要把数据质量作为普查工作的生命，

加强对普查数据的审核把关，强化数据管理责任，确保普查

数据的安全。工作再苦再累，对普查数据的审核也不能松懈，

要始终树立审核数据不得放松的思想，及时向上级普查部门

报送准确真实的普查数据。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一定会以

高度的耐心、细心、责任心面对工作，更加明确自己的工作

方向，工作流程进度，更好的履行经普指导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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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 功崇惟志 行远升高 

           ——李聪聪 

毕业走出校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以摸清我国最新家底和国力。 
9 月初，我们全面启动摸底清

查工作，区镇指导员、普查员手持

加载着清查底册和电子地图的

PDA 设备，对负责小区内经营的

普查对象进行地毯式入户核查、

分类填报清查表。10 月底，经济

普查工作进入扫尾阶段，我们对

上门未找到的单位和个体通过发

短信、电话核实等方式进行清查，

以期提高清查效率，高质量完成

摸底清查工作。 
然而，万事开头难。比如对普

查知识的学习不够深入，概念不清，个别数据出现失误时不

能及时纠正；入户普查时，面对普查对象对工作的不理解，

置之不理时的尴尬；电话核查时别人的不配合等，这些都让

我们的内心开始变得强大。同时，我也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反思： 
第一：磨炼意志，贵在用心。最是真诚动人心，要让自

然流露的真诚，耐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二：加强学习，利用资源。持续深入地学习以及前辈

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中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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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顽强拼搏，众志成城。经普期间，无数普查员奔

走在楼宇街道间，某些无证个体流动性大，需要多次走访。

还有许多飞地，要多方协调配合。 
总之，我们要有信心、耐心、细心、恒心做好经普，服

务人民！       
 

抓好经济普查  数据服务万家 

           ——陶争先 

时间过的飞快，自从加入第四次经济普查清查工作已有

两个多月，作为初次工作的新人，在参与到清查工作的这段

时间里，感受到工作的辛苦，

发现了自己在工作中存在

各种问题，但同时也通过普

查工作，认识到了经济普查

的重要性，了解到了经济普

查工作对于经济发展的需

要。 
这是一次涉及全国的大型普查活动，是对国情国力的一

次全面普查活动，是对于经济发展情况的详细普查。这次清

查活动任务多，时间紧，范围广，综合性强，工作要求严，

涉及第二三产业，也对于我自身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于

我自己来说，能够参与到这次经济普查，开阔了我的视野，

同时能够亲身参与纵观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更为深入

的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让我在工作中发现自己，在工

作中了解自己，也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跟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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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踏实行动夯实经普基础 

    —— 奚婷婷 
9 月 10 日，经开区（杨舍镇）正式展开了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在前期动员

及业务培训中，我深刻认识到，这

次工作是认识国情、摸清家底的重

大举措，必须要以细致严谨的态度

对待。 
在前期普查员上门实地普查

阶段，我与城南街道的同志们共同

学习，加强沟通，遇到疑难之处积

极寻求上级普查办帮助，共同解决

在普查群里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大

家都秉持着积极参与的原则，与时

间作斗争，尽力不漏掉一家单位或个体户。各位普查员干劲

十足，而我则尽力做好大家的后援军。近期我们在做查漏补

缺的工作，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还未登记到的调查对

象，企业和个体户接到通知后也很配合，纷纷来镇普查办登

记。经普办就常常呈现这样一种景象：登记处的群众络绎不

绝，电话铃声一刻不停。在忙碌中我们夯实普查工作基础，

把数据库补充的更完整更精确。 
这是我毕业后参与的首次工作，能够如此近距离的了解

经普、参与经普，我感到很荣幸。虽然工作时常忙碌，但从

中可以磨砺自身意志，使自己更快成长起来，为以后成为一

名合格的村委工作人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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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惠民惠国  积极参与自豪光荣 

      —— 徐枫 
2018 年 9 月至今，不

知不觉已经投入四经普工

作数月，经济普查的第一步

——清查阶段已然接近尾

声。 
经济普查综合性强，涉

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技

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政

策性强，时间上又有很强的

限制，调查任务非常繁重，作为经济普查小组的一员，我深

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

积极面对普查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有条不紊的完成领导安排

的各项工作，妥善的配合同事做好身边的事情，我以满腔的

热情投入到普查工作中，力争将普查工作做的一丝不苟、尽

善尽美。 
经济普查是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我国又一次重大

的国情国力调查，关系到国计民生，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

无论从前期的培训、物资准备和上门普查中的工作来说，我

都深切感受到这次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普查对象的数量

极大，素养也不尽相同，要完成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做

到不重不漏，是一项非常难的事情。清查阶段需要我们一家

一户的上门调查，力争做到一家不漏保质保量的完成清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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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下一阶段的普查打下坚实基础。 
在接下来的经济普查工作中，我一定再接再厉，努力奋

斗，以完成经济普查工作为己任。 
 

初遇四经普  迎接新挑战 

   —— 徐健 
作为我踏出校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从 8 月 28 日进入

经普办到现在，恰好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从初期的筹划准备、

培训到实际展开清查，

在做好一系列的工作过

程中，真的是收获良多。 
第一个是对自己能

力的考验。在做列表筹

划、接受培训、培训他

人，实际操作、应对问

题、解决问题的全方位

过程中，考验了我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对工作整体的统筹能

力，语言交际能力（这点在为塘市普查员进行 PDA 培训时感

受颇深），临场应对问题的能力，心理素质是否过硬等等…

工作过程中我依次检验了这些能力，既有正向的收获，也有

负面的不足。 
第二个是让我深切体会了作为一名政府工作者，看待各

种细节问题的角度。该用什么态度对待普查对象，该从什么

层面回答群众提出的疑问，我不再是从我私人的角度来面对，

而要考虑到单位、政府的出发点和目的，更加严谨的解决从

下而上传达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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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具体方法策略的感

受。随着各方面的工作安排逐步推进落实，原本线性的工作

进程会因为不可避免的各种因素而弯曲，最终成为一股乱麻，

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才能把乱麻捋顺，而且要高效的，

考虑周全的，否则会越使乱麻越缠越紧。在和领导、同事一

起解决这些乱麻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经验，

判断优先项的策略，大家集思广益，合理分工，虽不可避免

的出现了无效的重复劳动和小的摩擦，好在最后总能找到一

条较为合适的道路解决每天遇到的问题，这种对事物理解的

成长使我收获良多。 
第四个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注意休息，

抽空锻炼身体，正如经普办赵亨经常鼓励我们的话“经普是

场马拉松，这才刚开始呢，现在就松懈怎么行呢。” 11 月开

始了，新的阶段即将开始，希望能和领导同事继续前行，踏

实完成经普工作。 
 

以努力开始新的篇章 

   —— 赵启迪 
虽然有过几次实习的经历，但

这次经济普查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

工作，对于我来说也是有着重大的

意义，意味着我正式踏入社会开始

独立，是我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首先我非荣幸能被经开区（杨

舍镇）抽调来进行经普工作，作为一

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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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也对自己能够从事如此重要的工作而

感到兴奋。 
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做了部分前期的准备工作，接着

就是对各街道社区的普查员进行指导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

在清查工作正式开展的第一天下午，我就被城北街道的负责

人邀请去给各社区和村的普查员做 PAD 的操作指导。面对

台下坐着的上百名普查员，我内心十分的紧张与忐忑，怕自

己的讲解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普查员们不能正确的掌握该系

统的操作。通过这次的经历我深刻的意识到自身业务水平的

重要性，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的业务水平做到最好才

能够去指导下面的普查员。 
在接下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各项工作，有

去情况复杂的批发市场和写字楼做普查员的时候，也有带着

村里工作人员去实地示范的时候，更有加班打电话联系各个

单位的时候。这些经历都让我得到锻炼，让我得以成长。在

这段时间里我逐渐接受并适应了我们的工作，并且能够很好

的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务。现在到了清查摸底的收尾阶段，

我们的工作和任务也越发的繁重，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正因

为如此我应该更加的认真工作，决不能因为疲惫而打马虎眼。

要高质量的完成清查阶段的收尾工作，为正式的普查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两个多月的工作中，我经历了工作的辛苦和繁琐，

也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大家庭般的温暖，更体会到领导的关

怀。在这段时间我成长了许多，也经历了从学校到社会坏境

的改变，我个人已经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会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认真工作，为经普工作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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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报：市经济普查办公室，经开区（杨舍镇）党（工）委、管委

会全体领导； 

发：经开区（杨舍镇）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