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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单位名录元数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体育单位名录元数据的属性和元数据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体育单位名录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17295-2008 国际贸易计量单位代码

GB/T 18391（所有部分）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

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 34308.2-2017 体育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2部分：运动竞赛赛事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体育单位名录

在我国境内为社会提供各种体育产品（货物和服务）和体育相关产品的

活动的所有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分支机构)基本信息的集合。

3.2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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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

[GB/T 18391.1-2009，定义3.2.16]

4 分类

体育单位名录元数据包括基本属性元数据、管理属性元数据和数据属性

元数据三大类。

5 属性

5.1 属性概述

本文件通过一系列属性表示元数据，即标识、中文名称、说明、数据类

型、数据格式、计量单位、值域、版本和出现次数。

5.2 标识

指对元数据实现唯一性识别的代码。通过标识，本规范还规定了元数据

与其所包含的元数据之间的关系。包含其他元数据的元数据的标识符由2个段

组成，采用数字码，中间用“.”隔开。其中“.”之前的段标识父元数据，

“.”之后的标识该父元数据之下包含的元数据。

5.3 中文名称

指元数据的中文指称。

5.4 说明

给出元数据较为详细的说明。

5.5 数据类型

说明元数据的数据类型。

本规范中的数据类型包括复合型、字符型、数值型、布尔型、日期时间

型5种。其中复合型是指元数据由其他元数据组成；字符型是指取值为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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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组合的数据类型；数值型是以实数表达的取值的类型；布尔型是指数据

取值为“是”或“非”的数据类型；日期时间型指取值为日期或时间的类型。

5.6 数据格式

从业务角度规定元数据取值的格式需求，包括所允许的最大和/或最小字

符长度，元数据取值的表示格式等。

本属性采用GB/T 19488.1-2004中的5.5.3 数据格式。数据格式中使用的

字符含义如下：

a) 字母“a”表示字符；

b) 字母“n”表示数值；

c) 字母“a”或“n”之后的自然数表示定长个字符，或数值的十进制最

大位数；

d) 字符串“..ul”表示长度不确定；

e) 逗号“,”隔开的两个自然数“p,q”表示数值最大p个十进制位数，

小数点后q位；

f) 双点号“..”表示从最小长度到最大长度，前面附加最小长度，后面

附加最大长度。

5.7 计量单位

指元数据的取值的计量单位。计量单位采用GB/T 17295—2008中的计量

单位中文名称。

5.8 值域

元数据所允许取值的集合。复合型元数据的值域隐含在其包含的元数据

中，故在要求中不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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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版本

规定了单个元数据的规范版本。

5.10 出现次数

元数据在其被包含的上一级元数据中的出现次数，其描述符号约定如下：

a) 0..1 表示可不出现或出现次数为1；

b) 0..n 表示可不出现或出现次数为n；

c) 1 表示出现次数为1；

d) 1..n 表示出现次数为1-n之间（含）的数字。

e) n 表示出现次数为n。

以上表示中，用具体的数字代替“n”时，n表示一个具体的数字；直接

使用字母“n”时，表示未知的数字。

6 要求

6.1 基本属性元数据

基本属性元数据的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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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属性元数据的要求

标识 中文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版本
出现
次数

1 组织机构代码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

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

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

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字符型 a9 GB 11714-1997 v1.0 1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一组长度为 18 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 字符型 a18 GB 32100—2015 v1.0 1

3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字符型 a1..100 v1.0 1

4 法定代表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

责人
字符型 a1..50 v1.0 1

5 单位所在地地址 单位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 复合型 v1.0 1

5.1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一级省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15 v1.0 1

5.2 地（区、市、州、盟） 二级地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20 v1.0 1

5.3 县（区、市、旗） 三级县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20 v1.0 1

5.4 乡（镇） 四级农村乡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60 v1.0 1

5.5 街道办事处 四级城市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50 v1.0 1

5.6 街（村）、门牌号 五级农村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100 v1.0 1

5.7 社区（居委会） 五级城市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50 v1.0 1

5.8 行政区划代码
指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县(区、

市、旗)、街道 (镇、乡)、居委会(村委会)等各级区划所编
字符型 a12 v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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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中文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版本
出现
次数

制的代码

6 单位注册地地址 单位注册地的详细地址 复合型 v1.0 1

6.1
单位注册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
一级省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15 v1.0 1

6.2
单位注册地.地（区、

市、州、盟）
二级地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20 v1.0 1

6.3
单位注册地.县（区、

市、旗）
三级县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20 v1.0 1

6.4 单位注册地.乡（镇） 四级农村乡级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60 v1.0 1

6.5
单位注册地.街道办

事处
四级城市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50 v1.0 1

6.6
单位注册地.街

（村）、门牌号
五级农村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100 v1.0 1

6.7
单位注册地.社区

（居委会）
五级城市行政区名称 字符型 a1..50 v1.0 1

6.8
单位注册地.行政区

划代码

指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县(区、

市、旗)、街道 (镇、乡)、居委会(村委会)等各级区划所编

制的代码

字符型 a12 v1.0 1

7 联系方式 单位的联系方式 复合型 v1.0 1

7.1 长途区号 在中国大陆拨打国内长途电话时使用的号码 字符型 a1..10 v1.0 1

7.2 固定电话 固定在某个位置不移动的电话号码 字符型 a1..30 v1.0 1

7.3 固话分机 分机号码 字符型 a1..10 v1.0 1



TY/T XXXXX—XXXX

7

标识 中文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版本
出现
次数

7.4 移动电话 移动电话号码 字符型 a11 v1.0 1

7.5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是用阿拉伯数字组成，代表投递邮件的邮局的一种

专用代号，也是这个局投递范围内的居民和单位通信的代号
字符型 a6 v1.0 1

7.6 电子信箱
电子邮箱是通过网络电子邮局为网络客户提供的网络交流

电子信息空间
字符型 a1..300 v1.0 1

7.7 传真号码 可接收传真的电话号码 字符型 a1..13 v1.0 1

7.8 网址 指因特网上网页的地址 字符型 a1..300 v1.0 1

8 主要业务或产品 该单位所有的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复合型 v1.0 1

8.1
主要业务或产品名

称
该单位的一种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 字符型 a1..200 v1.0 3

9 体育业务或产品 该单位所有的主要体育业务活动（或主要体育产品） 复合型 v1.0 1

9.1
主要体育业务或产

品名称
该单位的一种主要体育业务活动（或主要体育产品）名称 字符型 a1..200 v1.0 3

10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所对应的代码 字符型 a4 GB/T 4754—2017 v1.0 1

11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 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 字符型 a1..300 GB/T 4754—2017 v1.0 1

12 体育产业分类代码 体育产业类别所对应的代码 字符型 a4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2019）》
v1.0 1

13 体育产业类别 根据其从事的体育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 字符型 a1..300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2019）》
v1.0 1

14 单位类型 法人单位或产业活动单位 混合型 v1.0 1

14.1 是否是法人单位 指单位是否是法人单位 布尔型 a1 v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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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中文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版本
出现
次数

14.2
法人单位是否有下

属分支机构
法人单位是否有下属分支机构 布尔型 a1 v1.0 1

14.3

法人单位若有下属

分支机构，则总部和

分支机构数量

下属分支机构总部和分支机构的数量 数值型 n40 v1.0 1

14.4
是否是产业活动单

位

是否属于以下产业活动单位之一：法人单位本部（总店、本

店、本所等），法人单位下属其他产业活动单位（分支机构、

派出机构、分公司、分部、分厂、分店、支所等）

字符型 a1..40 v1.0 1

15 登记注册类型 指单位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 字符型 a4 表 4 v1.0 1

16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 指单位执行的会计制度类别 字符型 a1 表 7 v1.0 1

17 机构类型 单位的机构类型 字符型 a50 表 8 v1.0 1

18 运营状态 指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状态 字符型 a10 表 6 v1.0 1

19 企业控股情况
指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

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
字符型 a10 表 5 v1.0 1

20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 24 时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

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

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从业

人员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

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

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

从业人员不包括：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

取生活费的人员；2.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学生及在本单位实

习的各类在校学生；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如：

整数型 n10 人 v1.0 1



TY/T XXXXX—XXXX

9

标识 中文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版本
出现
次数

建筑业整建制使用的人员

20.1
体育从业人员期末

人数
期末从业人数中从事体育业务的人数 整数型 n10 人 v1.0 1

21 开业（成立）时间

指企业开业或成立的具体年月。分以下几种情况：

1.解放前成立的单位指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

2.解放后成立的单位指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的时间，如

开业年月早于领取营业执照的时间，指最早开业年月。

3.机关、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1）新设立的

单位成立时间指新设立时间。（2）恢复设立的单位（指中

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指以前设立

的时间。（3）机构改革中，有些单位虽然名称有变化，但

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要指最早成立时间。

4.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如管辖区域基本

未改变，其成立时间指原成立时间；否则，指新成立时间。

5.改制企业的开业时间指原成立时间。

6.企业分立、合并分二种情况：一种是因合并或分立而新设

的企业，其开业时间指工商部门重新登记的开业时间；另一

种是合并或分立后继续存在的企业，指原企业开业时间。

7.与外方或港、澳、台合资的企业，指领取合资企业营业执

照的时间

日期型 YYYYMMDD GB/T 7408—2005 v1.0 1

22
单位及产品所涉及

的运动项目
单位及产品所涉及的运动项目 字符型 a1..150 GB/T 34308.2-2017 v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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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中文名称 说明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版本
出现
次数

23 主营或兼营单位
主营单位即单位体育收入占总收入的 50%以上，兼营单位即

单位体育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 50%以下
字符型 a10 表 9 v1.0 1

24 单位负责人 单位的负责人 字符型 a1..50 v1.0 1

6.2 管理属性元数据

管理属性元数据的要求见表 2。

表 2 管理属性元数据的要求

序号 标识 中文名称 解释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数据精度
计量

单位
时间版本

最大出

现次数

1 25 统计报表表号 报表所对应的法定统一编号 字符型 a1..20 1

2 26 统计制度创建机构名称 首次建立制度机构的名称。由系统自动记录生成 字符型 a1..100 1

3 27 统计制度审批机构名称 制度审批机构的名称，由管理者指定 字符型 a1..100 1

4 28 统计制度批准文号 制度审批通过，正式发文布置文件的文号 字符型 a1..30 1

5 29 统计制度批准时间 制度正式批准发文布置的时间 日期时间型 YYYYMM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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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数据属性元数据

数据属性元数据的要求见表 3。

表 3 数据属性元数据的要求

序号 标识 中文名称 解释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数据精度 计量
单位 时间版本 最大出

现次数

1 30
体育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及

其他的本年支出

指行政、事业单位本年度全部支出。部门决算“收

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对应的项目
复合型 1

2 30.1
体育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及

其他的本年支出合计

行政、事业单位本年度全部支出，部门决算“收入

支出决算总表”中对应的项目
数值型 n22 个位 千元 1

3 30.2
体育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及

其他的体育支出

独立体育单位的“体育支出”同 30.1 数值；非独立

体育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的“体育支出”指本年支

出中的“体育支出”数值

数值型 n22 个位 千元 1

4 30.3
体育支出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百分比

独立体育机构的本年支出合计与非独立体育机构的

体育费用支出合计占该机构本年支出合计的百分比
数值型 n22,1 十分位

5 30.4
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均年度

支出

独立或非独立体育机构本年支出合计除以期末从业

人数后得出该机构的人均支出
数值型 n22 个位 千元

6 31
民间非营利体育组织及其他

的本年费用

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导致

本期净资产减少的经济利益 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出。

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

用和其他费用等。会计“业务活动表”中“费用合

计”的项目

复合型 1

7 31.1
民间非营利体育组织及其他

的本年费用合计

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导致

本期净资产减少的经济利益 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出。
数值型 n22 个位 千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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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

用和其他费用等。会计“业务活动表”中“费用合

计”的项目

8 31.2
民间非营利体育组织及其他

的体育费用

主营体育业务的民间非营利体育组织的“体育费用”

同 31.1 数值；兼营体育业务的民间非营利体育组织

指本年费用合计中的“体育费用”数值

数值型 n22 个位 千元 1

9 31.3
体育费用支出占本年费用合

计的百分比

主营或兼营体育业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本年费用

合计中的体育费用合计占该机构本年费用合计的百

分比

数值型 n22,1 十分位

10 31.4
主营或兼营体育机构的人均

年度费用

主营或兼营体育业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本年费用合

计除以期末从业人数后得出该机构的人均费用
数值型 n22 个位 千元

11 32 体育企业本年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

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

业务收入”。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

的本期金额数

复合型 1

12 32.1 体育企业本年营业收入合计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

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

业务收入”。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

的本期金额数

数值型 n20 个位 千元 1

13 32.2 体育企业本年体育营业收入

主营体育业务企业的“体育营业收入”同 32.1 数值；

兼营体育业务的企业指本年营业收入合计中的体育

营业收入数值

数值型 n20 个位 千元 1

14 32.3
体育营业收入占本年营业收

入的百分比

主营或兼营体育业务企业的本年营业收入中的体育

营业收入占该机构本年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数值型 n22.1 十分位

15 32.4
主营或兼营体育企业的人均

年度营业收入

主营或兼营体育业务企业本年营业收入除以期末从

业人数后得出该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
数值型 n22 个位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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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分类代码集

7.1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表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见表 4。

表 4 登记注册类型代码表

名称 代码 说明

内资 100

国有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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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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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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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联营 141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集体联营 142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国有与集体联营 143 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其他联营 149 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国有独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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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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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营独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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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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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合伙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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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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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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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指上述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港澳台商投资 20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210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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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220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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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港澳台商独资 230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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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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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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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港澳台投资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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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合伙企业等

外商投资 300

中外合资经营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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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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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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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外资企业 330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

由外国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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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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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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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企业控股情况代码表

企业控股情况代码见表 5。

表 5 企业控股情况代码表

名称 代码 说明

国有控股 1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国有绝对控股。（2）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

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国

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

权的国有协议控股。（3）投资双方各占 50%，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

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控股处理

集体控股 2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集体绝对控股。（2）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

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集

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

权的集体协议控股

私人控股 3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私人绝对控股。（2）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

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私

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

权的私人协议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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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商控股 4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

资本（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港澳台商绝对控

股。（2）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

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

所占比例的港澳台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

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外商控股 5

包括：（1）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

（股本）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外商绝对控股。（2）

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

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外

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

权的外商协议控股

其他 9

7.3 运营状态代码表

运营状态代码见表 6。

表 6 运营状态代码表

名称 代码 说明

正常营业 1
指全年正常开业的企业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的企业，包括部分投产的新

建企业。临时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企业视为营业

停业(歇业) 2 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产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生产经营的企业

筹建 3

一般指企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开业，正在进行生产经营前的筹建工作。如研究和

论证建设、投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

三资企业虽经工商部门登记，但未正常投产开业，仍属于筹建。有些行业的企业，

由于行业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理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试营业才能正式开

业，这些处于试营业状态的单位也属于筹建

当年关闭 4
指当年因某种原因终止经营的企业，包括关闭、注销、吊销的企业，但不包括破

产企业

当年破产 5 指当年依照《破产法》或相关法律、法规宣布破产的企业

当年注销 6

当年吊销 7

其他 9 指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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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代码表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代码见表 7。

表 7 执行会计标准类别代码表

名称 代码 说明

企业会计制度 1

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施工企业会计制度、运输(交通)企业会计制度、

运输(铁路)企业会计制度、运输(民用航空)企业会计制度、公路经营企业

会计制度、邮电通信企业会计制度、农业企业会计制度、国有林场和苗圃

会计制度、国有农牧渔良种场会计制度、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商

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保险公司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对

外经济合作企业会计制度等的企业(单位)选填此项。包括实行企业化管理、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2

执行事业会计制度的各类事业单位选填此项。包括执行特殊行业会计制度

的事业单位(如执行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高等学校

会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国家物资储备资金会

计制度等)以及执行事业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但不包括实行企业化管理、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3
执行行政会计制度的单位选填此项。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及社会

团体。但不包括执行事业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
4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单位选填此项。包括依照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

教堂等。但不包括仍在执行事业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

其他 9 不执行以上四类会计制度的单位选填此项。居委会、村委会选填此项

7.5 机构类型代码表

机构类型代码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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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机构类型代码表

名称 代码 说明

企业 10

经国家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颁发各种《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

包括(1)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2)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3)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且具备法人条件的

企业；(4)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事业单位 20

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得

法人资格的单位；还包括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

且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

机关 30
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组织、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其他机关

社会团体 40

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包括①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

的各类社会团体；②由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管理其机关机构编制的群

众团体；③经国务院平批准可以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④由其他行政主管部

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不需要进行登记的具备法人条件的社会团体；

⑤社团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分

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或

代表机构

民办非企业单位 51

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

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包括①经各级民政部门核

准登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②

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不需要进行登记的具备法

人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 52 民政部和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机构

居委会 53

即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村委会 54
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的委员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 55

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56

其他组织机构 90
指除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

基金会、居委会、村委会以外的其他符合法人条件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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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主营或兼营单位

名称 代码 说明

主营（独立体育）

单位
10

主营机构：全年 50%以上总营业收入为体育营业收入的企业、社团、民办非

企等机构为主营体育机构。

独立体育机构：独立承担体育行政职能、事业任务的体育行政、事业法人单

位

兼营（非独立体

育）单位
20

兼营机构：全年 50%以下总营业收入为体育营业收入，且其总营业收入为 5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的企业、社团、民办非企等服务或

销售机构；全年 50%以下总营业收入为体育营业收入，且其总营业收入为 20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的制造企业。

非独立体育机构：承担但不仅限于承担体育行政职能、事业任务的各类行政

单位、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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