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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开放计划（四） 
 

部门名称 目录名称 数据项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重点污染源废气监测数据 

是否达标、企业名称、

执行标准名称、标准限

值(mg/m3)、监测项目

名称、折算浓度

(mg/m3)、工况负荷

（%）、监测时间、监

测点名称、含氧量

(%)、流量（m3/h)、烟

气温度(℃)、监测日

期、实测浓度(mg/m3)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环境信用红标企业名单 
计分值、企业名称、年

度、核销状态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 
县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单位名称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未按计划监测企业明细表 

年份、企业名称、企业

类别、未监测原因、备

注、所属区县、组织机

构代码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环境信用黄标企业名单 
企业名称、年度、分

值、核销状态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污水处理厂监测数据 

监测项目、是否达标、

超标倍数、执行标准名

称、行政区、标准限值

(mg/L)、排放单位、进

口浓度(mg/L)、出口浓

度(mg/L)、出口流量

(吨/天)、污水处理厂名

称、监测时间、监测日

期、受纳水体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 
县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单位名称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环保小卫士 
年份、小卫士姓名、所

在区县、所在学校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年度环境质量统计数据 
监测项目、年份、检测

值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重点污染源废水监测数据 

监测点流量(吨/天)、是

否达标、超标倍数、污

染物浓度、标准限值、

企业名称、执行标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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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备注、行政区、监

测项目名称、监测时

间、单位、监测点名

称、行业名称、监测日

期、受纳水体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其他重点排污单位 
县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单位名称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银川市土壤重点监管行业名单 

县区、年份、企业名

称、行业类别、详细地

址、组织机构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内资企业注销登记信息公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册号）、法定代表人、

经营(业务)范围 、住

所、成立日期、企业

(机构)名称 、注销日

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内资企业设立登记信息公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册号）、法定代表人、

企业（机构）名称、经

营范围、住所、成立日

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机构名称、机构类型、

地址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美容美发行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册号）、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住所、名

称、邮编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外资企业注销登记信息公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册号）、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注销日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消费维权点分布数据 

地点、联系电话、受理

单位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消费者满意单位名录 

统计单位、地址、单位

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流通领域商品抽查检验信息 

不合格商品名称、型号

规格、生产日期、标称

商标、标称生产企业、

不合格项目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外资企业设立登记信息公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册号）、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企业名称、

设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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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内资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信息

公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册号）、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变更日期、

变更前名称、企业变更

后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信息 

备案部门、经营范围、

经营场所、经营面积、

企业名称、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备

案编号、经营方式、组

织机构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经营许可信息 

经营者名称、仓库地

址、经营场所、日常监

督管理机构、住所、发

证日期、许可类别、发

证机关、统一社会信息

信用代码、许可证编

号、经营项目、有效期

至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药品经营许可信息 

经营类别、企业名称、

仓库总面积、注册地

址、营业面积、许可证

编号、有效期至、经营

方式、企业负责人、仓

库地址、信用等级、从

业人员数、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药品零售企业 GSP 认证信息 

企业名称、认证编号、

发证日期、发证机关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信息 

主要组成成分、产品描

述、预期用途、型号规

格、备案单位、产品有

效期、生产地址、包装

规格、备案日期、备案

编号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信息 

备案单位、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备案日期、

成立日期、住所、建筑

面积、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备案编号、注册资

本（万元）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医疗器械经营许可信息 

经营范围、经营场所、

企业名称、发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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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发证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许

可证编号、有效期至、

经营方式、组织机构代

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假日期间车辆值班情况 

节日、值班车辆用途、

值班车辆车号、备注、

值班车辆车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假日期间车辆封存情况 

备注、封存停驶车型、

封存停放地点、节日时

间、封存停驶车号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小微企业名录 

注册号、企业名称、资

金数额（万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行政许可信息 

审批类别、许可内容、

备注、有效期至、法定

代表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主体名称/字号、

有效期自、许可文件编

号、许可（发证）机

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地方编码、许可文

件名称/许可类型(项目

名称)、组织机构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重大税收违法黑名单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

名、案件性质、主要违

法事实、纳税人识别

号、纳税人名称、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生产经

营地址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监督检查记录信息 

抽查事项(计划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检查

时间、主体名称/字

号、抽取结果(检查结

果)、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抽查单位(抽取部

门)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行政处罚信息 

处罚种类、处罚内容、

处罚名称、处罚决定书

文号、违法行为、处罚

依据、处罚类别 2、处

罚结果、处罚决定书日

期、处罚执行情况、主

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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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化妆品名录 化妆品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保健品名录 保健品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药品名录 药品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器械名录 器械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网上药店名录 

法定代表人、省份、域

名、有效截至日期、发

证日期、IP 地址、邮

编、证书编号、服务范

围、网站名称、单位名

称、单位地址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获名牌产品称号企业信息 

名牌级别、评定年份、

机构名称、所属辖区、

产品名称或服务项目、

注册商标、名牌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技术标准战略专项经费奖励

项目 

项目名称、年度、单位

名称、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市长质量奖企业名单 

获奖类型、获奖年份、

获奖单位名称/个人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信息 

抽查时间、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生产日期/

批号、承检机构、抽查

结果、所在地区、商

标、不合格项目、分

类、生产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强制性产品认证情况 

产品名称及单元(主)、

生产企业联系人、生产

者联系人、型号规格、

生产企业名称（主）、

初次获证日期、发证日

期、认证委托人组织机

构代码、认证委托人联

系人、认证项目第三

级、认证委托人联系电

话、认证依据、生产者

组织机构代码、生产企

业组织机构代码、生产

者注册地址、生产企业

实际地址（主）、证书

到期日期、产品名称及

单元(次)、证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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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项目第二级、认证

证书号、生产企业联系

电话、变更时间、生产

者联系电话、认证机构

名称、认证委托人名称

（主）、认证委托人地

址（主）、生产者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特种设备检验信息 

检验人员、设备名称、

检验结论、报告编号、

检验日期、设备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电梯定期检验信息 

检验人员、设备名称、

检验结论、下次检验日

期、报告编号、设备代

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信息 

简介、机构名称、单位

电话、机构类型、核准

证编号、单位地址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电梯监督检验信息 

检验人员、设备名称、

检验结论、安装单位、

下次检验日期、报告编

号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注销信息 

注销原因、主体身份代

码、注销文号、注销日

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表 

区划、企业名称、地

址、登记机关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采暖散热器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结果 

年份、所在地、批次、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承检

机构、抽查结果、商

标、不合格项目、生产

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动产抵押信息 

抵押权人、注销原因、

债务履行日期至、被担

保的主债权数额、被担

保的主债权种类、抵押

人类型、抵押人、债务

履行日期自、动产抵押

登记机关、注销日期、

抵押担保范围、抵押人

主体身份代码、抵押合

同登记编号、发证日

期、抵押权人主体身份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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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涉外企业注销信息 

注销原因、主体身份代

码、企业名称、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

销日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年报基本信息 

企业控股情况、从业人

数、企业通信地址、其

中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经营者)、年报年度、

女性从业人数、隶属企

业名称、企业主营业务

活动、是否公示、其中

退役士兵人数(雇工)、

从业人数显示标志、其

中高校毕业生人数(经

营者)、企业电子邮

箱、其中失业人员再就

业人数(雇工)、年报日

期、企业名称、行业分

类、其中高校毕业生人

数(雇工)、其中残疾人

人数(经营者)、邮政编

码、其中残疾人人数

(雇工)、注册号、分支

机构隶属母公司、仅分

支机构填、企业经营状

态、其中退役士兵人数

(经营者)、企业联系电

话、是否公示女性从业

人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是否公示控股情况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生产许可证信息 

证书状态编码、日常监

督管理机构、日常监督

管理人员、注册地址所

在辖区代码、注册地

址、证书状态、许可证

编号、有限期至、生产

地址、发证日期、发证

机关、注册地址所在辖

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签发人、生产

者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防伪技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结果 

年份、批次、产品名

称、归属地、规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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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生产日期/批号、

承检机构、抽查结果、

商标、不合格项目、生

产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著名商标信息 

商标注册号、认定时

间、商标、有效期限、

行政区划、认定机关、

认定方式、营业执照注

册号、注册类别、认定

商品或服务、所属企

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组织机构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吊销信息 

吊销机关、主体身份代

码、处罚决定书文号、

吊销原因、吊销日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年报股权变更信息 

变更后股权比例、股权

变更日期、股东名称、

是否已公示、行业分

类、变更前股权比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基本信

息 

年报时间、从业人数、

成员人数、主营业务活

动、合作社名称、行业

分类、女性从业人数是

否公示、本年度新增成

员人数、更新时间、年

报年度、年报主键、通

信地址、注册号、电子

邮件、企业主键、成员

人数中农民人数、联系

电话、本年度退出成员

人数、从业人数是否公

示、女性从业人员、是

否公示、是否有网站网

店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年报对外投资信息 

所投资企业注册号、是

否公示、所投资企业名

称、更新时间、行业门

类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电梯困人率前十位维保单位 

电梯维保单位、困人故

障数量、月均困人故障

率、维保电梯数量、总

困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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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全市消费维权点分布数据 

联系电话、联络点名

称、联络点地址、所属

区县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精品示范农贸市场 

市场位置、市场名称、

市场主办方、区县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股东（或发起人）或投资人

信息(非自然人) 

企业名称、投资人、投

资人类型、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年报出资信息 

认缴出资方式、年报序

号、累计实缴额、行业

分类、投资人、实缴出

资时间、认缴出资时

间、实缴币种、是否公

示、累计认缴额、认缴

币种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涂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年份、所在地、批次、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承检

机构、抽查结果、商

标、不合格项目、生产

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工商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处罚

事由、处罚名称、处罚

类别 2、处罚机关、处

罚类别 1、处罚决定日

期、处罚依据、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地方编

码、处罚结果、法定代

表人姓名、当前状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个体户注销信息 

主体身份代码、注销文

号、注销登记原因、注

销日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小餐饮登记证信息 

经营者名称、经营范

围、证书状态编码、经

营场所、经营场所所在

街道名称、日常监督管

理机构、经营场所所在

街道编码、证书状态、

有效期至、负责人姓

名、从业人员数、经营

场所所在县区编码、经

营场所所在县区名称、

发证日期、发证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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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

记证编号、应体检人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集体用餐配送企业信息 

经营者名称、许可证

号、证书状态编码、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经

营场所、经营场所所在

街道名称、日常监督管

理机构、日常监督管理

人员、经营场所所在街

道编码、证书状态、经

营项目、有效期至、是

否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有效期始、经营场所所

在县区编码、住所、经

营场所所在县区名称、

发证机关、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主体业态、 

发证日期、签发人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许可信

息 

许可文件名称、行政许

可主键、有效期至、是

否公示、更新时间、年

报主键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小作坊登记证信息 

负责人移动电话、经营

者名称、经营范围、证

书状态编码、经营场

所、经营场所所在街道

名称、日常监督管理机

构、经营场所所在街道

编码、证书状态、有效

期至、负责人姓名、登

记证号、从业人员数、

经营场所所在县区编

码、经营场所所在县区

名称、发证日期、发证

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应体检人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年报社保信息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

欠缴金额、单位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

计欠缴金额、单位累计

欠缴金额是否公示、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11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单

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基数、单位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

欠缴金额、单位参加失

业保险缴费基数、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

实际缴费金额、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缴费

基数、参加工伤保险本

期实际缴费金额、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年

报序号、本期实际缴费

金额是否公示、生育保

险人数、单位参加生育

保险缴费基数、单位参

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

额、是否已公示、单位

缴费基数是否公示、失

业保险人数、参加生育

保险本期实际缴费金

额、工伤保险人数、单

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

缴金额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电梯维保单位信息 

办公地址、维保单位名

称、维保单位许可证编

号、主要负责人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外资企业驻济机构一般代表

信息 

姓名、企业名称、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性别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个体户吊销信息 

吊销机关、主体身份代

码、吊销文号、吊销

人、吊销原因、吊销日

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生产品种明细信息 

食品生产许可 id、品种

明细、备注、许可证编

号、产品品种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出资信息 

投资人类型认缴出资

额、出资日期(认缴)、

主体身份代码、出资方

式(认缴)、持股比例、

投资人、住所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驰名商标信息 

行政区划、认定机关、

认定方式、营业执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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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号、注册类别、商标

注册号、所属企业、认

定时间、商标、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

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学生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

果 

年份、批次、产品名

称、归属地、规格型

号、生产日期/批号、

承检机构、抽查结果、

商标、不合格项目、生

产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股权出质信息 

质权人、状态质押开始

日期、主体身份代码、

被担保债权数额、股权

所在公司名称、设立日

期、出质人、出质股权

数额、登记机关、质押

结束日期、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质权登记编号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剪叉式升降工作平台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结果 

年份、所在地、批次、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承检

机构、抽查结果、商

标、不合格项目、生产

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床上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结果 

年份、批次、产品名

称、归属地、规格型

号、生产日期/批号、

承检机构、抽查结果、

商标、不合格项目、生

产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化肥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年份、批次、产品名

称、规格型号、生产日

期/批号、承检机构、

抽查结果、所在区、商

标、不合格项目、生产

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网店信

息 

网站网店主键、网站网

店类型、网站（网店）

名称、是否公示、网站

（网店）网址、更新时

间、年报主键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印刷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

果 

年份、批次、产品名

称、归属地、规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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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生产日期/批号、

承检机构、抽查结果、

商标、不合格项目、生

产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个体户年报行政许可信息 

许可文件名称、行政许

可主键、有效期至、是

否公示、更新时间、年

报主键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个人参与投资企业的个人股

东及股权金额变更信息 

变更事项、注册资金、

企业名称、行业类型、

企业类型、地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辖区超市内是否存在使用旧

酒瓶侵犯商标行为检查结果信息 

注册号、公告日期、抽

查事项、抽查计划名

称、市场主体名称、检

查机关代码、抽查任务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检查结果、检查机

关、检查完成日期、抽

查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社保信

息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

额、单位参加生育保险

累计欠缴金额、单位累

计欠缴金额是否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

金额、单位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

数、单位参加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单

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累计欠缴金额、年报

序号、单位缴费基数是

否公示、主键、是否公

示、单位参加失业保险

累计欠缴金额、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

期实际缴费金额、单位

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

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工伤保险参

保人数、更新时间、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

期实际缴费金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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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伤保险缴费基

数、参加工伤保险本期

实际缴费金额、本期实

际缴费金额是否公示、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单

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

数、参加失业保险本期

实际缴费金额、生育保

险参保人数、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参加生育保险本期

实际缴费金额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商用电动食品加工设备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所属区、年份、批次、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承检

机构、抽查结果、商

标、不合格项目、生产

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表 

统一社会信用、企业名

称、核准日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配眼镜专项监督抽查结果信

息 

注册号、抽查事项、抽

查计划名称、公告日

期、市场主体名称、检

查机关代码、抽查任务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检查结果、检查机

关、检查完成日期、抽

查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流通领域纸制品质量抽查检

验不合格名单 

商品名称、被抽检单位

经营地址、标称商标、

规格型号、标称生产企

业、被抽检单位、不合

格项目、生产日期或批

号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餐饮单位营业状态信息 

经营场所所在辖区编

码、许可主键、许可证

号、经营场所、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营业开

始时间、经营场所所在

街道名称、营业状态、

经营场所所在街道编

码、单位名称、最后更

新时间、纬度、经度、

创建时间、营业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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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经营场所所在名称

辖区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结果

信息 

抽查计划、注册号、抽

查事项、公告日期、市

场主体名称、检查机关

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抽查任务、检查结

果、检查完成日期、检

查机关、抽查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年报网店信息 

行业分类、网站（网

店）名称、是否公示、

网站（网店）类型、网

站（网店）网址、更新

时间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不合

格信息表 

检出值、被抽样单位地

址、样品名称、发布时

间、产品批次、标示生

产单位、被抽样单位名

称、限值、期次、复检

项目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电梯困人故障原因统计 

数量、总数、故障类

别、故障分类明细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工具等制

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所属区、年份、批次、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承检

机构、抽查结果、商

标、不合格项目、生产

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外资企业变更信息 

注册资本(金)币种、企

业名称、行业代码、变

更前内容、法定代表

人、变更后内容、注册

资金、经营(业务)范

围、企业类型、行业类

型、成立日期、登记机

关、地址、变更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分支机

构 

分支机构主键、分支机

构注册号、是否公示、

更新时间、分支机构名

称、年报主键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保健食品销售经营单位双随

机抽查结果信息 

注册号、抽查计划名

称、抽查事项、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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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市场主体名称、检

查机关代码、抽查任务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检查结果、检查机

关、检查完成日期、抽

查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分支机构信息 

主体身份代码、登记机

关、登记日期、分支机

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分支机构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个体户基本信息 

变更事项、主体身份代

码、变更日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金)币种、经

营(驻在)期限自、从业

人数、主体身份代码、

行业代码、注册资本、

注销时间、邮政编码、

行业门类、企业(机构)

类型、法定代表人、经

营(驻在)期限至、隶属

企业(机构)名称、经营

(业务)范围、企业类

别、核准日期、企业

(机构)名称、成立日

期、住所、企业状态、

登记机关、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吊销时间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监督

检查结果信息 

注册号、抽查事项、抽

查计划名称、公告日

期、市场主体名称、检

查机关代码、抽查任务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检查结果、检查机

关、检查完成日期、抽

查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合格

信息表 

食品名称、公告号、任

务来源/项目名称、备

注、检测项目、标称生

产企业地址、抽样单编

号、公告日期、规格型

号、生产日期/批号、

承检机构、标称生产企

业名称、被抽样单位名

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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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年报对外担保信息 

主债权数额、主债权种

类、履行债务的期限

至、债务人、行业分

类、债权人、保证的期

间、保证担保的范围、

履行债务的期限自、保

证的方式、更新时间、

是否公示此担保信息、

是否公示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投资者股权转让情况 

注册资本(金)币种、企

业(机构)类型、法定代

表人、变更后内容、企

业(机构)名称、成立日

期、行业代码、注册资

本、变更日期、登记机

关、变更前内容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基本信息 

变更事项、主体身份代

码、变更日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外资出资信息表 

认缴出资额、企业名

称、投资人、注册资本

币种、投资人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小学食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情况 

县区、食品安全管理员

考核成绩、存在问题、

得分（不含加分）、名

称、加分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股东（或发起人）或投资人

信息(自然人) 

企业名称、投资人、投

资人类型、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车用润滑油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结果 

年份、批次、产品名

称、归属地、规格型

号、生产日期/批号、

承检机构、抽查结果、

商标、不合格项目、生

产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考试中

心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计划 

时间安排、科目、考试

项目、备注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工程咨询行业检查结果信息 

注册号、公告日期、抽

查计划名称、抽查事

项、市场主体名称、检

查机关代码、抽查任务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检查结果、检查完

成日期、检查机关、抽

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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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联合

检查结果信息 

注册号、抽查计划名

称、公告日期、抽查事

项、市场主体名称、检

查机关代码、抽查任务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检查结果、检查完

成日期、检查机关、抽

查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相关产品和消费品监督

抽查情况 

承检单位、年份、产品

详细名称、批次、产品

名称、企业所在地、企

业名称、生产日期/批

号、规格型号、抽查结

果、商标、不合格项目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工装职业装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结果 

年份、产品名城、所在

地、批次、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承检

机构、抽查结果、商

标、不合格项目、生产

企业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抽样信息 

抽样日期、许可证号、

样品批号、执行标准/

技术文件、样品名称、

标示生产者(或供货商)

名称、商标、检验机构

名称、抽样单位名称、

抽样单编号、被抽检单

位所在辖区、被抽样单

位地址、标示生产者

(或供货商)地址、抽样

地点、样品类型、任务

类型、许可证类型、被

抽样单位名称、抽样

人、所属种类、样品来

源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流通领域成品油和车用尿素

质量抽检情况通报 

单位、是否合格、油

品、样品、加油站名

称、站点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经营异常名录 

经营场所、主体身份代

码、企业名称、列入日

期、年度、名录状态、

移出日期、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所属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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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工商局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公

示 

商品名称、被抽检单位

经营地址、标称商标、

规格型号、标称生产企

业、被抽检单位、不符

合项目、生产日期或批

号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信息 

认定单位、营业执照注

册号、授予年度、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

构代码、主体名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基本信

息 

许可证号、有效期始、

企业名称、生产地址、

住所、法人、有效期

至、所属区域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检查结

果信息 

注册号、公告日期、抽

查计划名称、抽查事

项、市场主体名称、检

查机关代码、抽查任务

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检查结果、检查完

成日期、检查机关、抽

查类型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项目名称、网址、发布

时间、期数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企业登记迁出信息 

注册号、企业(机构)名

称、迁出日期、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迁出原因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开户银行一览表 

单位、部门、办公电

话、联系人姓名、银行

网点地址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银川市个体户年报网店信息 

网站网店类型、网站

（网店）名称、是否公

示、网站（网店）网

址、更新时间、网站网

店 ID、年报主键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依法批设的交易场所名录 单位名称/序号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小额贷款公司名录 公司全称/序号/注册地

址/经营范围/联系电话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融资性担保机构名录 公司名称/序号/营业地

址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创业投资企业备案名录 公司名称/备案时间/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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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试点企业名录 公司名称/序号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典当行企业名录 公司名称/序号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相对人名称/行政

许可决定文书号/行政

许可决定文书名称/许

可决定日期/许可机关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失信人信息

表 

借款时间/借款期限/列

入失信事由/失信机构

名称（或失信个人姓

名）/序号/数据采纳截

至日期/是否失联/法院

判决时间/累计借款金

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公民身份证号码）

/逾期开始时间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网贷机构清零名单 实际经营地/序号/机构

名称/机构简称/注册地

所在区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融资租赁公司名录 序号/成立日期/所在区

域/机构名称/经营范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商业保理公司名录 序号/成立日期/所在区

域/机构名称/经营范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金融创新奖获奖名录 奖金（单位：万元）/

序号/获奖单位/获奖年

度/获奖项目/获得奖项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行业机构名录 序号/机构名称/机构地

址/机构编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保险业机构名录 序号/所在区域/机构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证券业机构名录 序号/机构名称/注册地

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基金子公司名录 办公地址/子公司名称/

序号/母公司名称/注册

地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基金管理公司名录 公司名称(全称）/序号/

注册地址/经营地址/联

系地址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金融机构办公租（购）房补贴奖励 公司名称/年度/序号/

批次/状态/资助类别/

资助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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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金融机构一次性落户奖励 公司名称/年度/序号/

批次/状态/资助类别/

资助金额(元)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金融机构一次性增资奖励 公司名称/年度/序号/

批次/状态/资助类别/

资助金额(元)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股权投资基金业落户奖励 公司名称/年度/序号/

批次/状态/资助类别/

资助金额(元)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网贷业务机构失联名单 公司名称/失联时间/平

台名称/年度/序号/批

次/注册地址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网贷业务机构清退名单 公司名称/平台名称/年

度/序号/批次/注册地

址/清退时间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金融局领导分工 分工/姓名/工作履历/

序号/状态/职位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金融局联系方式 处室名称/序号/状态/

职能介绍/联系电话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上市公司名录 上市时间,名称,所属行

业,股票代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新三板挂牌公司名录 挂牌时间,名称,所属行

业,证券简称,股票代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银行协会会员名单 法定代表人,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注册资本,地

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民间资本管理机构 电话,名称,地址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民间融资机构备案情况 机构名称,经营地址,经

营地域范围,注册资本

金（万元）,业务范围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证监会行政处罚名单 加密证件号码,处罚处

理日期,处罚对象名称,

证件类型,处罚机关,处

罚处理名称,处罚处理

种类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证监会市场禁入名单 加密证件号码,处罚类

型,处罚处理日期,处罚

对象名称,处罚机关,处

罚处理名称,处罚处理

种类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金融运行情况 新增贷款同比增长（亿

元）,新增存款同比增

长（亿元）,新增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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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新增贷款

（亿元）,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亿元）,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亿

元）,月份,存款同比增

长（亿元）,贷款同比

增长（亿元）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金融集聚区 发展重点,名称,规划面

积,功能定位,区域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银川市监管协会名单 电话,名称,地址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城市供水水质检验频率信息 
水样类别、检验项目、

检验频率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供水行业服务营业网点一览

表 

联系电话、乘车路线、

地址、营业网点、区

域、业务范围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城市供水出厂水水质信息 

余氯 mg/l、采样日

期、色度、臭和味、 

耗氧量 mg/l、细菌

CFU/ml、肉眼可见

物、粪大肠菌群个

/100ml、取样点、浊度

NTU、总大肠菌群个

/100ml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城市供水管网水水质信息 

浊度（NTU）、色度

（度）、采样日期、臭

和味、余氯（二氧化

氯）mg/L、菌落总数

CFU/ml、肉眼可见

物、取样点、总大肠菌

群个/100ml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城市供水水质检验项目信息 项目、指标、限值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供水价格收费标准 

到户水价（元/立方

米）、阶梯分类、水资

源费（元/立方米）、

供水类型、污水处理费

（元/立方米）、年用

水量(基本人口 4 人)

（立方米）、基本水价

（元/立方米）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泵站基本信息 

所在灌区(引调水工程)

名称、泵站归口管理部

门、地区、所在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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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库、渠道)名

称、装机流量(立方米/

秒)、主要建筑物级

别、工程任务、工程等

别、泵站管理单位名

称、设计扬程(m)、泵

站类型(是否为闸站工

程、是否为引泉工

程)、装机功率(kW)、

泵站名称、行政区划代

码、建成时间、水泵数

量(台)、开工时间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堤防基本信息 

终点位置、堤防高度

（m）、堤防级别、堤

顶高程（m）、堤防类

型、高程系统、水闸数

量、管理单位、工程任

务、倒虹吸数量、归口

管理部门、堤顶宽度

（m）、防洪标准、起

点位置、堤防长度

（km）、完工时间、

堤防名称、开工时间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地下水深井信息 

水源类型、水井名称、

地下水类型、管理单

位、地貌类型区、城

市、使用情况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防汛抢险队伍信息 

队伍名称、联系人、电

话、所在县区、集结时

间、备注、人数、集结

（训练）地点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防汛应急物资信息 
仓库名称、联系人、电

话、地址、备注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供水企业名单 

企业所在市（县）、企

业地址、企业名称、联

系电话、主管部门、服

务人口（万人）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计划用水办公室信息 
联系人、联系电话、单

位名称、单位地址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计划用水办事站点信息 

联系人、联系电话、管

理区域、用水性质、单

位名称、单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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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节水型企业 

授予年度、企业名称、

授予单位、授予日期、

荣誉称号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节水型社区 

授予年度、授予单位、

授予日期、荣誉称号、

社区名称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年度供水基本情况 

年份、总供水量（万

m³）、水质综合合格

率、生活饮用水水厂名

称、供水企业名称、日

均供水量（万 m³）、

综合生产能力（万 m³/

日）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取水许可证信息 

取水许可证号、审批机

关、证件有效日期、发

证日期、取水权人名

称、备注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功能区化信息 

水源一级保护区、水源

二级保护区、名称、东

经、水质目标、北纬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库基本信息 

搬迁安置人口（人）、

主坝尺寸坝高（m）、

灌溉面积（万亩）、主

坝级别、所在河流（湖

泊）名称、最大泄洪流

量（立方米/S）、名

称、高程系统、工程等

别、供水对象、坝址多

年平均径流量（万立方

米）、调洪库容（万立

方米）、兴利库容（万

立方米）、主坝尺寸坝

长（m）、坝顶高程

(m)、取水口数量

（个）、泄洪建筑物型

式、水库类型、死库容

(万立方米)、正常蓄水

位相应水面面积（平方

公里）、总库容（万立

方米）、灌溉对象、坝

址控制流域面积（平方

公里）、年供水量(万

立方米）、建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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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护对象、灌区名

称、开工时间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库水雨情信息 

总库容（万立方米）、

现入库流量、现出库流

量、兴利库容（万立方

米）、现库容、汛限库

容、坝顶高程、现库水

位、兴利水位（米）、

所属河流、汛限水位、

水库名称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库效益管理信息 

工程总投资（万）、除

险加固投资（万）、维

修养护费（万）、城乡

生活（万）、总职工人

数、年供水量（万）、

灌溉（万亩）、水库类

型、工业、区县、水库

名称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务行政审批业务受理管理

信息 

联系人、联系电话、名

称、地址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防汛责任人 

姓名、手机、县（市

区）、传真、值班固定

电话、办公电话、责任

人、乡镇（街道办）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闸基本信息 

闸孔总净宽、设计过闸

流量、闸孔数量、主要

建筑级别、水闸名称、

管理单位代码、管理单

位、建成时间、开工时

间、工程等别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污水处理设施信息 

项目名称、主管单位、

运行情况、收费情况

（万吨）、设计规模 

（万吨）、年处理量

（全年运行 364 天、

扣除一天设备检修）、

项目地址、建成时间、

处理方式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重点河流断面监测信息 

时间、断面名称、水质

类别、地市（区域）、

所在河流（湖区）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停水公告 

停水开始时间、停水详

情、停水地点、停水结

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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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涉及乡镇、办事处、面

积（平方米）、行政辖

区、保护区类别、备

注、水源地名称、保护

区个数、水质目标、边

界描述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城市排水许可 

项目名称、法定代表

人、经营范围等级、有

效期限至、有效期限

起、证件号码、企业名

称、持证者类型、证件

类型、证书编号、持证

者名称、企业负责人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施工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类型、联系人、主

管单位、申报时间、企

业所属、单位名称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黑臭水体专项巡查公众举报

电话 
开通时间、举报电话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年用水总量 
年度、总用水量、行政

分区、数据发布时间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地表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名称、级别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企业信息表 

单位类型、联系人、主

管单位、申报时间、企

业所属、单位名称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企业资质

信息 

单位类型、联系人、主

管单位、申报时间、电

话、企业所属、单位名

称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湖泊名录及湖长设置 

地区、街道级湖段、街

道级湖长电话、区级湖

长电话（县级、总湖

长）、街道级湖长职

务、联系单位、备注、

村级湖长电话、湖泊简

介、区级湖长职务（县

级、总湖长）、村级湖

段、区级湖长（县级、

总湖长）、村级湖长职

务、湖泊名称、街道级

湖长、镇办湖长、村级

湖长 

银川市水务局 
银川市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

信息 

单位类型、联系人、主

管单位、申报时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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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企业所属、单位名

称 

银川市司法局 司法鉴定机构信息 

法定代表人、母体机构

全称、联系人、许可证

号、机构名称、发证单

位、服务项目、发证日

期、地址、机构负责

人、有效期 

银川市司法局 法律援助机构 

机构名称、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所属地市、

机构负责人 

银川市司法局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银川市司法局 人民调解组织 

调解组织类型、所属区

（市）县、所属级别、

所属乡镇（街道）、成

立时间、联系电话、调

解组织名称、地址 

银川市司法局 人民调解员 姓名、所属调委会 

银川市司法局 公证机构信息 

公证处名称、办公地

址、公证员人数、联系

电话、机构性质、执业

证编号 

银川市司法局 律师信息 

提供日期、律师状态、

用户 ID、主键、律师

性别、律师姓名、律师

执业证号 

银川市司法局 公证员基本信息 

现所在公证机构、姓

名、公证员执业证号

码、在现公证机构担任

职务 

银川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司法鉴定人名单 

执业机构、姓名、资格

证号、司法鉴定人执业

证号、技术职称、执业

类别 

银川市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信息 

填报日期、律师事务所

地址、律师事务所电

话、律师事务所名称 

银川市司法局 机构编制信息 
人员编制（人）、处室

名称、处室职能 

银川市司法局 仲裁机构信息 
机构组织代码、机构名

称、机构地址、联系电



28 
 

话、机构负责人、仲裁

类型 

银川市司法局 备案登记的规范性文件 

起草说明、相关法律法

规依据、生效时间、失

效时间、报备时间、备

案报告书、报备部门、

规范性文件、文件名

称、文号、文件编号 

银川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直属机构 
电话、名称、地址、邮

政编码 

银川市司法局 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纠正情况 
撤销、调解、确认违

法、责令履行、年度 

银川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信息 
姓名、所名称、执业证

号 

银川市司法局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区信

息 

序号、考点学校名称、

地址 

银川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项目名称、责任主

体、监督电话、责任事

项、实施依据、权力类

型 

银川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信息 

联系电话、名称、主

任、地址、执业人员、

区县 

银川市司法局 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办结情况 
行政复议案件办结数

量、年度 

银川市司法局 年度全市公证机构办件总数 年度、办件总数 

银川市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咨询统计 
时间、公服大厅来访咨

询数量、来电咨询数量 

银川市司法局 法律援助律师库 执业证号、律师姓名 

银川市司法局 律师奖励情况信息 
姓名、何种奖励、执业

证号、年度 

银川市司法局 社区矫正机构信息 
所在区县、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地址 

银川市司法局 银川市司法鉴定人考核信息 

姓名、所在鉴定机构、

考核时间、考核结果、

性别 

银川市司法局 银川市司法鉴定机构执业信息 

机构住所、许可证号、

机构名称、联系电话、

地市、机构负责人、邮

政编码、执业鉴定人、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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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司法局 银川市律师执业许可信息 

姓名、律师事务所、初

次执业时间、执业证

号、本所身份、本次领

证时间、性别 

银川市司法局 
银川市司法局对律师违法执业的处

罚信息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处罚

决定日期、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处罚名称、

处罚依据、处罚结果、

地方编码、处罚机关 

银川市司法局 银川市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信息 

负责人、执业许可证

号、考核结果、年度、

律师事务所名称 

银川市司法局 
银川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奖励情

况统计表 

姓名、奖励内容、奖励

时间、原因、单位名

称、奖励单位 

银川市司法局 银川市公证员执业资格信息 

姓名、从业单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从业单位

名称、批准机关、执业

资格证书编号、法律职

业资格证号、性别 

银川市司法局 司法服务机构信息 

司法服务机构信息、备

用、序号、执业许可证

号、服务时间、机构名

称、机构地址、机构类

别、联系方式 

银川市司法局 司法局基本信息 

序号、服务时间、机构

名称、机构地址、机构

类别、联系方式 

银川市司法局 基层司法所基本信息 
名称、地址、服务时

间、联系电话 

银川市司法局 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信息 

单位与职务、备注、姓

名、序号、性别、政治

面貌 

银川市司法局 社区矫正延伸管教警察派驻 
单位、地址、姓名、序

号、联系方式 

银川市司法局 司法局新闻宣传工作情况 

发布量、平台、年度、

序号、浏览量、粉丝

量、评论数、转发量 

银川市司法局 司法鉴定行政许可业务数据统计 

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

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

记、司法鉴定机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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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司法鉴定机构设

立登记、年度、月份 

银川市司法局 执法人员信息 

业务发生地区行政区划

代码、业务部门名称、

业务部门统一信用代

码、出生日期、发证机

关、名族、唯一标识、

备注、姓名、学历专

业、性别、所属主体

（受委托组织）全称、

执法人员性质、执法区

域、执法类别、执法证

号、政治面貌、数据交

换时间、数据来源、数

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数据状态代

码、是否有法律职业资

格、是否监督人员、更

新时间、最高学历、职

级、记录唯一标识、证

件有效期 

银川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行政处罚信息 

公示截止期、处罚依

据、处罚内容、处罚决

定日期、处罚有效期、

处罚机关、处罚机关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处罚

类别、处罚类别、备

注、序号、数据更新时

间、数据来源单位、数

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暂扣或吊销证

照名称及编号、没收违

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的金额(万元)、法定代

表人、法定代表人证件

类型、罚款金额(万

元)、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行政相对人代码

_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行政相对人代码

_2(工商注册号)、行政

相对人代码_3(组织机

构代码)、行政相对人

代码_4(税务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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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对人代码_5(事

业单位证书号)、行政

相对人代码_6(社会组

织登记证号)、行政相

对人名称、行政相对人

类别、证件类型、违法

事实、违法行为类型 

银川市司法局 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信息 

变更内容、变更时间、

序号、机构名称、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许可决

定书文号 

银川市司法局 社区矫正远程会见地址 
区县、名称、地址、联

系电话、邮编 

银川市司法局 执法主体信息 
主体名称、所属机关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司法局 职权信息 
职权名称、职权类型、

职权编号 

银川市司法局 职权主体信息 
主体、所属主体、职权

编号 

银川市司法局 职权依据信息 

依据分类、依据编码、

内容、条、款、法律名

称、章、编、职权编

号、节、项 

银川市体育局 
全民健身活动计划表（乡镇街道级

活动） 

承办单位、时间、序

号、地点、区（市）

县、乡镇（街道）、活

动名称、主办单位 

银川市体育局 全民健身活动计划表（市级活动） 

承办单位、时间、序

号、地点、区（市）县

/单位/协会、活动名

称、备注、主办单位 

银川市体育局 体育竞赛计划（全国比赛） 

比赛地点、承办单位、

序号、比赛时间、竞赛

名称、主办单位 

银川市体育局 体育竞赛计划（省级比赛） 

比赛地点、承办单位、

序号、比赛时间、竞赛

名称、主办单位 

银川市体育局 体育竞赛计划（市级比赛） 

比赛地点、承办单位、

序号、比赛时间、竞赛

名称、主办单位 

银川市体育局 市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名称、编制单位、编制

日期、内容 

银川市体育局 各项体育运动记录信息 
年份、地点、成绩、机

构地址、创建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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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项目、组别、比赛

名称、大类 

银川市体育局 体育产业示范和优秀项目 

项目名称、获奖类型、

申报单位、所在区

（市）县 

银川市体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审批单位、经营单位名

称、经营场所联系人、

电话、经营项目、具体

资质的安全员数量 

银川市体育局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信息 
等级、学校名称、运动

项目 

银川市体育局 区（市）县级公共体育场馆 

收费情况、建筑面积

（㎡）、联系电话、名

称、地址、行政区名称

（地市| 县市区）、服

务范围 

银川市体育局 市属体育场馆开放信息 

收费标准、开放时间、

可否办理会员卡等情

况、联系电话、地址、

健身项目、场馆名称 

银川市体育局 市级公共体育场馆 

工作时间、所在区县、

联系电话、地址、场所

名称、服务范围、费用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十三五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建

设规划储备项目建议方案 

项目名称,运营主体及

性质,备注,建设规模(平

方米),产权单位及性质,

建设主体,总投资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各县（市）区户外公共健身

设施公开报修电话 

公开报修电话,单位名

称,区县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优秀全民健身活动站（点）

名单 
年份,站点名称,区县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者）名单 
姓名,年份,区县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招聘安置退役优秀运动员面

试成绩及考察体检范围人选名单 

姓名,是否为考察体检

人选,原单位,面试成绩,

年度,备注,从事项目,性

别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

筛查体重指数 

年龄（岁）,女_超重

（kg/m2）,女_肥胖

（kg/m2）,男_超重

（kg/m2）,男_肥胖

（kg/m2）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资助村级健身工程名单公示 
村名,联系电话,乡镇

（街道）,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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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运动员名单信息 

姓名,审批单位,运动项

目,运动技术等级,证书

编号,性别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直属事业单位信息 
工作职责,联系电话,地

址,单位名称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人

员名单信息 

姓名,省,指导员级别,年

份,市,区(县),指导类型,

指导体育项目名称,性

别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国家二级裁判员信息 

姓名,等级,项目,发证单

位,发证日期,证书编号,

性别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扶持

项目 
项目名称,申报单位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体彩网点信息 网点地址,网点编号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民办非企业体育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办公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

系方式,单位名称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体育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基本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年初结转和结

余,本年收入,年份,科目

名称,小计,年末结转和

结余,项目支出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体育局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表 

单位名称（科目名

称）,年份,科目编码,总

计,项目支出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体育产业示范和优秀单位 

总分,名次编号,注册区,

申报单位,单位名称,类

型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各单项体育协会通讯录 联系人,联系电话,名称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市级全民健身设施 

工作时间,所在区县,联

系电话,地址,场所名称,

服务范围,费用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县级全民健身设施统计 

收费情况,建筑面积

（㎡）,联系电话,名称,

地址,服务范围,行政区

名称（地市/县市区） 

银川市体育局 银川市吸收重点班运动员名单 
项目名称,输送区,姓名,

单位,带训教练,性别 

银川市统计局 统计年鉴 

从业 人员总数、从业

人员占比（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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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地区生产总

值、规模以上工业产销

率（国有控股经济、集

体经济、三资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

工 业总产值综合能源

消费量（原煤、原油、

焦炭、天然气、汽油、

煤 油、柴油、电力） 

银川市统计局 统计月报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

额、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构成（年度）、三

产业增加值增速、规模

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银川市统计局 法人单位数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工业投资项目数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工业用电量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年末乡村常住人口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农业总产值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肉类总产量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商品房竣工面积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商品房施工面积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人口状况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 

银川市统计局 一产业增加值增速 
地区、时间、单位、数

据值、指标属 

银川市统计局 
城镇单位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

额和平均工资 

其他单位、城镇集体单

位、国有单位、工资总

额、第三产业、平均货

币工资 

银川市统计局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额 

批发零售业（万元）、

其他（万元）、年份、

城镇（万元）、乡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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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发电量(万千瓦时)、钢

(万吨)、饮料-啤酒(亿

升)、钢材(万吨)、饮料

(亿升)、金属切削机床

(台)、移动通信手持机

(万台)、中成药(吨)、

布(万米)、印染布(万

米)、配混合饲料(万

吨)、饮料-白酒(亿

升)、汽车(辆)、化学纤

维(吨)、统计年份、电

子计算机整机(万台)、

水泥(万吨)、机制纸及

纸板(万吨)、软饮料(万

吨)、合成洗涤剂(万

吨)、卷烟(亿支)、合成

氦(万吨)、化学原料药

(吨) 

银川市统计局 工业企业数及工业总产值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汽

车制造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金属

制品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印刷和记录

媒介复制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化学纤维制

造业、单位、按登记注

册类型分组-有限责任

公司、按规模分-小型

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

分组-集体企业、按工

业行业大类分-黑色金

属矿采选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仪器仪表制

造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其他采矿业、按登

记注册类型分组-外商

投资企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食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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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

股份合作企业、按登记

注册类型分组-联营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农副食品加工业、按

规模分-中型企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橡胶

和塑料制品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金属制

品、机械和设备修理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皮

革、毛皮、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家具制造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

燃料加工业、分类、按

登记注册类型分组-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按规

模分-微型企业、总

计、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按经济组织类型分组-

股份有限公司、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造纸和纸

制品业、按登记注册类

型分组-国有企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木材

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按登记

注册类型分组-私营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纺织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按轻重

工业分-轻工业、按工

业行业大类分-其他制

造业、按经济组织类型

分组-有限责任公司、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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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制造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烟草制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按规模分-大型企

业、按轻重工业分-重

工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开采辅助活动、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统计年份、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非金属矿

采选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纺织服装、服饰

业、按经济组织类型分

组-合作合作合伙企

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组-股份有限公司、按

经济组织类型分组-独

资企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文教、工美、体

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废

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酒、

饮料喝精制茶制造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专

用设备制造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医药制造业 

银川市统计局 
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 

按企业规模分、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汽车制造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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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业、按登记注

册类型分组、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金属制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印刷和记录媒介

复制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化学纤维制造

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组-有限责任公司、按

规模分-小型企业、按

登记注册类型分组-集

体企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仪器仪表制造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其他

采矿业、按登记注册类

型分组-外商投资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食品制造业、按登记

注册类型分组-股份合

作企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农副食品加工

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组-联营企业、按规模

分-中型企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金属制品、机械和

设备修理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家具制造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组-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按规模分-微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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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计、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按经济组织类型

分组-股份有限公司、

按轻重工业分、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造纸和纸

制品业、按登记注册类

型分组-国有企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木材

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按登记

注册类型分组-私营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纺织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按经济

组织类型分组-有限责

任公司、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通用设备制造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其他制造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烟草制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按轻重工业分-重

工业、按规模分-大型

企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开采辅助活动、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非金属矿采选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纺

织服装、服饰业、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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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类型分组-合作

合作合伙企业、按登记

注册类型分组-股份有

限公司、按经济组织类

型分组-独资企业、按

经济组织类型分组、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文

教、工美、体育和娱乐

用品制造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专用设备制造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酒、饮料喝精制茶制

造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医药制造业 

银川市统计局 
独立核算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 

按企业规模分-中型企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汽车制造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金属制品业、按工

业行业大类分-造纸和

纸制品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印刷和记

录媒介复制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化学纤维

制造业、按企业规模分

-小型企业、在总计

中：亏损企业、按工业

行业大类分-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纺织业、按

轻重工业分-轻工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有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通用设备制造业、按

工业行业大类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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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烟草制品业、总

计(万元)、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按轻重工业

分-重工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仪器仪表制

造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食品制造业、按工

业行业大类分-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农

副食品加工业、按隶属

关系分-中央企业、统

计年份、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橡胶和塑料制品

业、按企业规模分-微

型企业、按工业行业大

类分-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按工业行业

大类分-金属制品、机

械和设备修理业、按工

业行业大类分-燃气生

产和供应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按企业规模分

-大型企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纺织服装、

服饰业、按隶属关系分

-地方企业、按工业行

业大类分-文教、工

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

造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酒、饮料喝精制茶制

造业、按工业行业大类

分-专用设备制造业、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石

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

加工业、按工业行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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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医药制造业、分类 

银川市统计局 
独立核算集体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 

资产合计(万元)、所有

者权益(万元)、利税总

额(万元)、流动资产合

计(万元)、统计年份、

产销率(%)、资产贡献

率(%)、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负载率

（%）、企业数(个)、

利润总额(万元)、工业

总产值(万元)、负债合

计(万元)、流动资产周

转次数（次）、分类 

银川市统计局 
独立核算“三资”工业企业主要经济

指标 

资产合计(万元)、流动

资产周转次数(次)、负

债率(%)、所有者权益

(万元)、利税总额(万

元)、本年应交增值税

(万元)、亏损面(%)、产

销率(%)、资产贡献率

(%)、流动资产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企业分类、企业数-亏

损企业(个)、企业数

(个)、工业总产值(万

元)、负债合计(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盈利

企业的利润总额(万

元)、年份、利税总额

(万元)、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合计、负债总

计(万元)、盈亏相抵的

利润总额(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万元)、企业

单位数-亏损企业

(个)、企业单位数

(个)、工业总产值(万

元)、亏损企业的亏损

总额(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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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统计局 
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

益指标 

资本保值率-集体经济

(%)、年份、流动资产

周转次数(次)、资本保

值率-国有控股经济

(%)、成本费用利润率-

集体经济(%)、资产负

债率(%)、流动资产周

转次数-集体经济

(次)、产销率-三资企

业(%)、成本费用利润

率(%)、流动资产周转

次数-国有控股经济

(次)、总资产贡献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三资企业(%)、产销率-

国有控股经济(%)、资

本保值率(%)、资本保

值率-三资企业(%)、总

资产贡献率-集体经济

(%)、总资产贡献率-三

资企业(%)、流动资产

周转次数-三资企业

(次)、资产负债率-国

有控股经济(%)、资产

负债率-三资企业(%)、

产销率-集体经济(%)、

产销率(%)、成本费用

利润率-国有控股经济

(%)、总资产贡献率-国

有控股经济(%)、资产

负债率-集体经济(%) 

银川市统计局 
全市工业企业特色优势产业主要经

济指标 

资产合计(万元)、应收

账款(万元)、产成品(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万

元)、管理费用(万元)、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利税总额(万

元)、利润总额(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工业

总产值(万元)、利息支

出(万元)、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工业总产值

综合能源消费量 

电力（千瓦时）、煤油

（吨）、能源合计（吨

标煤）、原煤（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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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吨）、天然气

（立方米）、原油

（吨）、柴油（吨）、

汽油（吨）、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购进、

消费及库存 

购进量、年末库存、项

目、消费量合计、工业

生产消费、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主要能源按工业行业分组消费量 

燃料油（吨）、行业分

类、原煤（吨）、天然

气（立方米）、柴油

（吨）、电力（万千瓦

时）、汽油（吨）、统

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按行业分类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能

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印刷业和记录媒

介的复制-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木材加

工及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通用设备制造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能源消费量(吨

标准煤）、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能源消费量(吨

标准煤）、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能源

消费量(吨标准煤）、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能源消费

量(吨标准煤）、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能源消

费量(吨标准煤）、燃

气生产和供应业-能源

消费量(吨标准煤）、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能源消费量(吨标

准煤）、家具制造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皮革、毛皮、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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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能源消费量(吨标

准煤）、农副食品叫工

业-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纺织服装、服饰

业-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纺织业-能源消

费量(吨标准煤）、废

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能

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能

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金属制品业-能

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烟草制品业-能

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造纸及纸制品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文教体育永平制

造业-能源消费量(吨标

准煤）、医药制造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化学纤维制造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能源消费量-总

计-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专用设备制造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能源消费

量(吨标准煤）、仪器

仪表制造业-能源消费

量(吨标准煤）、其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能源消

费量(吨标准煤）、食

品制造业-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统计年

份、汽车制造业-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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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吨标准煤）、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其他制造业-能

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银川市统计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水消费按行业分

类 

重复用水总量（万立方

米）、工业取水总量-

自来水（万立方米）、

行业分类、工业取水总

量-合计（万立方

米）、工业取水总量-

地下及地表水（万立方

米）、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产值综合能

耗按行业分类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

准煤）、行业分类、产

值能耗（吨标准煤/万

元）、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农村基层组织及农业生产条件 

农村基层组织-乡村户

数、人口与从业人员-

按性别分-男(人)、农

村基层组织-乡村户

数、人口与从业人员-

按行业分-其他行业

(人)、农业主要能源及

物质消耗-农药使用量

(吨)、农业主要能源及

物质消耗-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小时)、农村基

层组织-乡村户数、人

口与从业人员-乡村人

口数(人)、农村基层组

织-乡村户数、人口与

从业人员-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人)、农业主要能源及

物质消耗-机播面积(公

顷)、农业主要能源及

物质消耗-农用化肥施

用量(万吨)、农村基层

组织-乡镇个数(个)、

农村基层组织-乡镇个

数-镇个数(个)、农业

主要能源及物质消耗-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47 
 

(吨)、农村基层组织-

乡村户数、人口与从业

人员-乡村人口数-乡村

从业人员-转移出省的

从业人员(人)、农村基

层组织-乡村户数、人

口与从业人员-按行业

分-建筑业(人)、农业

主要能源及物质消耗-

农用化肥施用量-钾肥

(万吨)、农村基层组织

-村委会个数(个)、农

业主要能源及物质消耗

-农用化肥施用量-氮肥

(万吨)、农业主要能源

及物质消耗-农用塑料

薄膜使用量-地膜使用

量(吨)、农村基层组织

-乡村户数、人口与从

业人员-乡村人口数-乡

村从业人员(人)、农业

主要能源及物质消耗-

农用柴油(万吨)、农村

基层组织-乡村户数、

人口与从业人员-按性

别分-女(人)、农业主

要能源及物质消耗-农

用化肥施用量-磷肥(万

吨)、农村基层组织-乡

村户数、人口与从业人

员-按行业分-交通运输

仓储业及邮电通讯业

(人)、农村基层组织-

乡村户数、人口与从业

人员-按行业分-通有线

电视村数(个)、农村社

会基础设施-自来水受

益村数(个)、农村基层

组织-乡村户数、人口

与从业人员-按行业分-

通宽带村数(个)、农村

基层组织-乡村户数、

人口与从业人员-乡村

户数(户)、统计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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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组织-乡村户

数、人口与从业人员-

按行业分-工业(人)、

农业主要能源及物质消

耗-农用塑料薄膜使用

量地膜覆盖面积(万公

顷)、农村基层组织-乡

村户数、人口与从业人

员-按行业分-批发、零

售贸易业(人)、农业主

要能源及物质消耗-机

耕面积(公顷)、农业主

要能源及物质消耗-农

用化肥施用量-复合肥

(万吨)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年份、历年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渔业(万元)、

历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牧业(万元)、历年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

(万元)、历年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万元)、历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林

业(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发展速度 

历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牧业(%)、年份、历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林

业(%)、历年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农业(%)、历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渔业(%)、历年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银川市统计局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

业产值、年份、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农业产值-

中药材、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农业产值-谷物及

其他作物-豆类、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渔业产

值-养殖、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林业产值-竹木

采运、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农业产值-水果、坚

果、饮料和香料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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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及其他饮料、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农业产值-

水果、坚果、饮料和香

料作物-香料作物、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牧业

产值-家禽饲养、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林业产

值-林木的培养和种

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产值-蔬菜园艺作

物、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产值-谷物及其他

作物-油料、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林业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

业产值-谷物及其他作

物-谷物、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牧业产值-猪的

饲养、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产值-谷物及其他

作物-薯类、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农业产值-谷

物及其他作物、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农业产值-

蔬菜园艺作物-花卉、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牧

业产值-牲畜饲养、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

产值-水果、坚果、饮

料和香料作物-水果、

坚果（含果用瓜）、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

产值-蔬菜园艺作物-蔬

菜（含菜用瓜）、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农林牧

渔服务业产值、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渔业产

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产值-水果、坚

果、饮料和香料作物、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牧

业产值-其他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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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牧

业产值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农业机械拥有量 

农药排灌动力机械(千

瓦)、年份、农业机械

总动力(千瓦)、农用大

中型拖拉机(台)、农药

排灌动力机械(台)、农

用大中型拖拉机(千

瓦)、农用载重汽车(辆)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农村用电量及化肥施用量情况 

年份、农村用电量(万

千瓦小时)、化肥施用

量(折纯:吨) 

银川市统计局 农作物播种面积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

食作物-其他农作物(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粮食作物-薯类(公

顷)、年份、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粮食作物-药

材类(公顷)、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油

料-油菜籽(公顷)、农

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

作物(公顷)、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粮食作物-糖

类-甘蔗(公顷)、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

物-糖类(公顷)、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

物-豆类(公顷)、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

物-谷物-小麦(公顷)、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

食作物-谷物-玉米(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粮食作物-谷物(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粮食作物-蔬菜、瓜

果类(公顷)、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粮食作物-其

他农作物-青饲料(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粮食作物-油料(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粮食作物-豆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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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公顷)、农作物总播

种面积-粮食作物-谷物

-稻谷(公顷)、农作物

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

烟叶(公顷)、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公顷)、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

物-谷物-其他谷物(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粮食作物-谷物-高

粱(公顷)、农作物总播

种面积-粮食作物-薯类

-马铃薯(公顷)、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

物-蔬菜、瓜果类-蔬菜

(公顷)、农作物总播种

面积-粮食作物-蔬菜、

瓜果类-瓜果类(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粮食作物-油料-花

生(公顷)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粮食、油菜籽、蔬菜产量 

粮食-小麦(万吨)、年

份、油菜籽(万吨)、蔬

菜(万吨)、粮食(万

吨)、粮食-稻谷(万吨)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畜牧业生产情况 

年末生猪存栏数(万

头)、牛奶(吨)、年份、

年末牛存栏数(万头)、

当年生猪出栏数(万

头)、猪肉产量(万吨) 

银川市统计局 主要农产品产量 

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

油料(吨)、年份、主要

农产品产量-粮食-谷物

-小麦(吨)、主要农产

品产量-粮食-糖类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豆类(吨)、主要

农产品产量-粮食-谷物

-玉米(吨)、主要农产

品产量-粮食-谷物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谷物-稻谷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油料-油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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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谷物-其他谷物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薯类-马铃薯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谷物-高粱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吨)、主要农产

品产量-粮食-豆类-大

豆(吨)、主要农产品产

量(吨)、主要农产品产

量-粮食-油料-花生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糖类-甘蔗

(吨)、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烟叶(吨)、主要

农产品产量-粮食-蔬菜

(吨) 

银川市统计局 主要畜牧产品产量 

禽蛋产量(吨)、奶类产

品-牛奶(吨)、年份、

肉类总产量(万吨)、出

栏生猪头数(万头)、出

售和自宰肉用羊(万

只)、肉类总产量-禽肉

(万吨)、肉类总产量-

牛羊肉(万吨)、蜂蜜产

量(吨)、奶类产品

(吨)、出售和自宰肉用

牛(万头)、肉类总产量

-猪肉(万吨) 

银川市统计局 渔业生产情况 

年份、水产品总产量

(吨)、水产品总产量-

养殖水面-池塘(公

顷)、水产品总产量-稻

田养鱼(公顷)、水产品

总产量-鱼苗(万尾)、

水产品总产量-养殖产

量(吨)、水产品总产量

-养殖水面(公顷)、水

产品总产量-养殖产量-

池塘(吨)、水产品总产

量-养殖产量-稻田(吨) 

银川市统计局 林业生产情况 
成林抚育实际面积(公

顷)、年份、棕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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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造林面积-经济

林(公顷)、育苗面积(公

顷)、四旁植树(万株)、

造林面积(公顷)、幼林

抚育实际面积(公顷)、

造林面积-用材料(公

顷)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总值(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年份、第三产业总值

(万元)、第一产业总值

(万元)、区(市)县名、

工业产业总值(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 

年份、第二产业总值

(%)、工业产业总值

(%)、区(市)县名、第三

产业总值(%)、第一产

业总值(%)、地区生产

总值(%) 

银川市统计局 常住人口及城镇化率 

常住人口-城镇（万

人）、常住人口（万

人）、常住人口-农村

（万人）、城镇化率

(%)、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市年末从业人员情况（按产

业分） 

从业人员构成-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构

成-第二产业（%）、从

业人员构成-第一产业

（%）、从业人员-第二

产业（人）、从业人员

（人）、从业人员-第

一产业（人）、统计年

份、从业人员-第三产

业（人） 

银川市统计局 
全市年末从业人员情况（按行业

分） 

从业人员-按国民经济

行业分组-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

(万人)、从业人员-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科

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

质勘查业(万人)、从业

人员-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万人)、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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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总计（万人）、从业

人员-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万人)、从业人员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万人)、统计年份 、

从业人员-按国民经济

行业分组-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万人)、从业人员-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教

育(万人)、从业人员-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农、林、牧、渔业(万

人)、从业人员-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制造业

(万人)、从业人员-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建

筑业(万人)、从业人员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万人)、从业人员-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万人)、从业人

员-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批发和零售业(万

人)、从业人员-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住宿和

餐饮业(万人)、从业人

员-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房地产业(万人)、

从业人员-按国民经济

行业分组-采矿业(万

人)、从业人员-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万人)、从业人员-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金

融业(万人)、从业人员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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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市年末从业人员情况（按经

济类型分） 

从业人员-城镇-私营与

个体（人）、从业人员

-城镇（人）、从业人

员-城镇-集体经济

（人）、从业人员-城

镇-国有经济（人）、

从业人员合计（人）、

从业人员-城镇-其他经

济（人）、从业人员-

农村（人）、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企业、事业、机关单位数 

单位数-按企业、事

业、机关分组-企业

(个)、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教育

(个)、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

(个)、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住宿和

餐饮业(个)、单位数-

总计（个）、单位数-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个)、单位

数-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采矿业(个)、单位

数-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个)、单位数-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公共

管理和社会组织(个)、

单位数-按企业、事

业、机关分组-其他

(个)、单位数-按三次

产业分组-第二产业

(个)、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制造业

(个)、单位数-按三次

产业分组-第一产业

(个)、单位数-按三次

产业分组-第三产业

(个)、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房地产

业(个)、单位数-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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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行业分组-建筑

业(个)、单位数-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批发

和零售业(个)、单位数

-按企业、事业、机关

分组-机关(个)、单位

数-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个)、统计

年份、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金融业

(个)、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个)、单位数-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个)、单位数-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个)、

单位数-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组-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个)、

单位数-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组-农、林、牧、

渔业(个)、单位数-按

企业、事业、机关分组

-民间非盈利组织

(个)、单位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居民服

务和其他服务业(个)、

单位数-按企业、事

业、机关分组-事业

(个)、分类 

银川市统计局 
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年末从业人

员数 

年末从业人员数-按三

次产业分组-第二产业

(人)、年末从业人员数

-总计(人)、年末从业

人员数-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组-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人)、

年末从业人员数-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制造

业(人)、年末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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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建筑业(人)、年末

从业人员数-按国民经

济行业分组-住宿和餐

饮业(人)、年末从业人

员数-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人)、

年末从业人员数-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公共

管理和社会组织(人)、

年末从业人员数-按三

次产业分组-第三产业

(人)、年末从业人员数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教育(人)、年末从业人

员数-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人)、年末从业人

员数-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房地产业(人)、

年末从业人员数-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人)、年末从业人

员数-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农、林、牧、渔

业(人)、年末从业人员

数-按企业、事业、机

关分组-企业(人)、年

末从业人员数-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人)、年末

从业人员数-按国民经

济行业分组-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

(人)、年末从业人员数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人)、年末从业人员数

-按企业、事业、机关

分组-事业(人)、年末

从业人员数-按国民经

济行业分组-批发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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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业(人)、年末从业人

员数-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人)、年

末从业人员数-按企

业、事业、机关分组-

民间非盈利组织(人)、

年末从业人员数-按企

业、事业、机关分组-

其他(人)、统计年份、

年末从业人员数-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金融

业(人)、年末从业人员

数-按三次产业分组-第

一产业(人)、年末从业

人员数-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组-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人)、年末从业人员数

-按企业、事业、机关

分组-机关(人)、年末

从业人员数-按国民经

济行业分组-采矿业

(人)、分类 

银川市统计局 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按

三次产业分组-第三产

业(元)、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房地产业(元)、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元)、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组-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元)、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按国民经济

行业分组-住宿和餐饮

业(元)、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制造业(元)、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按企

业、事业、机关分组-

企业(元)、就业人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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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资-按三次产业分

组-第一产业(元)、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按企

业、事业、机关分组-

其他(元)、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组-金融业(元)、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农、林、牧、渔业

(元)、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采矿业(元)、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按国民

经济行业分组-公共管

理和社会组织(元)、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组-电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元)、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按国民经济

行业分组-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元)、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按国民经济

行业分组-教育(元)、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组-卫

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业(元)、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组-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元)、统计年

份、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按企业、事业、机关

分组-机关(元)、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按三次

产业分组-第二产业

(元)、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按企业、事业、机

关分组-民间非盈利组

织(元)、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按国民经济行业

分组-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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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元)、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按国民经济

行业分组-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元)、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组-批发和零售业

(元)、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总计(元)、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按国民经

济行业分组-建筑业

(元)、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按企业、事业、机

关分组-事业(元)、分

类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总计(万元)、年份、林

业(万元)、农林牧渔服

务业(万元)、农业(万

元)、渔业(万元)、牧业

(万元)、区(市)县名称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构成 

渔业(%)、年份、农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牧业(%)、总计

(%)、林业(%)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年末生猪存栏数 区县年末生猪存栏数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区县粮食总产量 历年区县粮食总产量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农林牧渔业主要产品产量 

禽蛋产量(吨)、牛奶

(吨)、小麦产量(吨)、

出栏头猪头数(吨)、内

类总产量(吨)、出栏羊

只数(吨)、稻谷产量

(吨)、内类总产量-猪

肉(吨)、统计年份、水

产品(吨)、区（县）名

称、水果产量(吨)、蔬

菜产量(吨)、油菜籽产

量(吨)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 

企业数-占全市的比重

(%)、流动资产周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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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利税总额-占

全市的比重(%)、从业

人员平均人数-占全市

的比重(%)、主营业务

收入-占全市的比重

(%)、资产负债率(%)、

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

比重(%)、产品销售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总资产贡献率

(%)、资产总计-绝对数

(万元)、利润总额-绝

对数(个)、利润总额-

占全市的比重(%)、亏

损企业亏损额-绝对数

(个)、利税总额-绝对

数(个)、资产总计-占

全市的比重(%)、亏损

企业亏损额-占全市的

比重(%)、统计年份、

工业总产值-绝对数

(个)、企业数-绝对数

(个)、亏损面(%)、亏损

企业(个)、区(市)县名

称、主营业务收入-绝

对数(万元)、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绝对数(人)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工业集中发展区主要经济指标 

工业技改投资(亿元)、

企业数-占集中区的比

重(%)、企业数-绝对数

(户)、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固定

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

资(亿元)、开工建设工

业企业数(户)、固定资

产投资(亿元)、统计年

份、利税总额-比上年

同期(%)、主营业务收

入-绝对数(亿元)、竣

工投产工业企业数

(户)、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投资(亿元)、利税

总额-绝对数(亿元)、

签约工业企业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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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县名称、实际到

位资金(亿元)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类统

计） 

年份、合计-房地产开

发(万元)、合计(万

元)、区县名称、合计-

更新改造(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区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在总额-批发

零售贸易业(万元)、在

总额-住宿和餐饮业(万

元)、在总额-城镇的零

售额-城区的零售额(万

元)、在总额-城镇的零

售额(万元)、区县名

称、统计年份、在总额

-乡村的零售额(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

（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第二产业（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万

元）、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分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及构成 

住地区生产总值-第三

产业-宿和餐饮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公共管理和

社会组织-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

业-工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金融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构

成（%）、地区生产总

值-第三产业-绝对额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绝对额(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第

三产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绝对

额(万元)、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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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第三产业-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查业-构成（%）、地区

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绝

对额(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第二产业-工业-

绝对额(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第三产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绝对额(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第三产业-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绝对额(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房地产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建筑业-绝对

额(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第三产业-批发和零

售业-绝对额(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卫生、社会保障和

社会福利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构成（%）、地区生产

总值-第一产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

务业-绝对额(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绝对额(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第

三产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绝对额(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批发和零售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教育-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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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构成（%）、地

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

教育-绝对额(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构成（%）、地区生产

总值-第三产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房地产业-绝

对额(万元)、住地区生

产总值-第三产业-宿和

餐饮业-绝对额(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第

三产业-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绝对额(万

元)、统计年份、地区

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绝

对额(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第三产业-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绝对额(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绝对额(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第

二产业-建筑业-构成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构成（%）、地区生产

总值-第三产业-金融业

-绝对额(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各时期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第一产业(万元)、

时期、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 
地区生产总值-农、

林、牧、渔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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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

业(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

会福利业(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批发和零售

业(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公共管理和社会组

织(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房地产业(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金融业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住宿和餐饮业(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建

筑业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教

育(万元)、统计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

业(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工业(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地

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

元)、地区生产总值-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万元)、分类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及增长速度 

三次产业构成-第一产

业（%）、生产总值增

长速度-第二产业

（%）、生产总值增长

速度-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地

区生产总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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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产总值发展指数

（1949=100）、三次

产业构成-第二产业

（%）、生产总值增长

速度-第一产业（%）、

三次产业构成-第三产

业（%）、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各时期地区生产总值结构 

时期、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地区

生产总值-第一产业

（%）、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 

银川市统计局 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住宅投资（万元）、本

年投资完成额-按构成

分-其他费用-土地购置

费（万元）、本年投资

完成额-按构成分-设备

工具器具购置（万

元）、本年投资完成额

（万元）、本年投资完

成额-按构成分-建筑安

装工程（万元)、本年

新增固定资产（万

元）、本年投资完成额

-按构成分-其他费用

（万元）、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房地产开发面积情况 

施工房屋面积-按用途

分-办公楼(万平方

米)、房屋竣工面积-按

用途分-住宅(万平方

米)、房屋竣工面积(万

平方米)、房屋竣工面

积-按用途分-办公楼

(万平方米)、施工房屋

面积-按用途分-其他

(万平方米)、房屋新开

面积-按用途分-商业营

业用房(万平方米)、房

屋新开面积-按用途分-

其他(万平方米)、统计

年份、施工房屋面积

（万平方米）、房屋竣

工面积-按用途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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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房屋新开

面积-按用途分-办公楼

(万平方米)、施工房屋

面积-按用途分-住宅、

房屋新开面积-按用途

分-住宅(万平方米)、

施工房屋面积-按用途

分-商业营业用房(万平

方米)、房屋新开面积

(万平方米)、房屋竣工

面积-按用途分-商业营

业用房(万平方米)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经济

类型分） 

固定资产投资-国有经

济(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在总结中:住宅(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总

计(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集体经济(万元)、

统计年份、固定资产投

资-私营及个体经济(万

元)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按

经济类型分） 

固定资产投资-总计

(%)、固定资产投资-私

营及个体经济(%)、固

定资产投资-国有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集

体经济(%)、统计年

份、固定资产投资-在

总结中:住宅(%)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速度

（按经济类型分） 

固定资产投资-总计

(%)、固定资产投资-私

营及个体经济(%)、固

定资产投资-国有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集

体经济(%)、固定资产

投资-在总结中:住宅

(%)、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种类

和构成分） 

固定资产投资-总计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按构成分-其他费用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按管理渠道分-更改

投资（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按构成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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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程（万元）、固

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

设备工器具购置（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

按管理渠道分-房地产

投资（万元）、统计年

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速度

(按种类分) 

固定资产投资-总结-房

地产投资（%）、固定

资产投资-总计（%）、

固定资产投资-总结-更

改投资（%）、统计年

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主要

指标 

全部建成投产项目

（个）、固定资产支付

使用率（%）、新增固

定资产（万元）、住宅

面积竣工率（%）、建

设项目投产率（%）、

施工项目（个）、房屋

面积竣工率（%）、统

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总计-房

地产投资（万元）、固

定资产投资-总计（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

总计-更改投资（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

总计-在总计中：住宅

（万元）、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效

果主要指标 

住宅面积施工率

（%）、全部建成投产

项目（个）、房屋面积

施工率（%）、固定资

产支付使用率（%）、

新增固定资产（万

元）、建设项目投产率

（%）、施工项目

（个）、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更新改造投资资金来源情况 

更新改造投资资金来源

-总计-国家预算内资金

（万元）、更新改造投

资资金来源-总计-自筹

资金（万元）、更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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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投资资金来源-总计-

其他资金（万元）、更

新改造投资资金来源-

总计-国内贷款（万

元）、更新改造投资资

金来源-总计-利用外资

（万元）、更新改造投

资资金来源-总计（万

元）、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更新改造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更新改造投资资金来源

-总计-国家预算内资金

（%）、更新改造投资

资金来源-总计-国内贷

款（%）、更新改造投

资资金来源-总计-利用

外资（%）、更新改造

投资资金来源-总计-其

他资金（%）、更新改

造投资资金来源-总计-

自筹资金（%）、统计

年份、更新改造投资资

金来源-总计（%） 

银川市统计局 分行业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交通运输、仓库及邮政

业（万元）、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金融、保

险业（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额-电力、

煤气及自来水生产和供

应业（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额-教育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文化 、体育

和娱乐业（万元）、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水

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业-水利管理业（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农、林、牧、渔

业-制造业（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交通运输、仓库及邮政

业-交通运输业（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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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额-房地产业（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公共管理和社会

组织（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额-建筑业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交通运输、

仓库及邮政业-仓储业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水利、环境

公共设施管理业-环境

管理业（万元）、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水利、环境公共

设施管理业（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卫生、社会保障和其他

服务业（万元）、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电

力、煤气及自来水生产

和供应业-电力（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交通运输、仓库

及邮政业-邮政业（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万元）、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总计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地质查业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水利、环境

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

设施管理业（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电力、煤气及自来水生

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

和供应（万元）、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住宿

和餐饮业（万元）、统

计年份、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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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额-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软件业-电信

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电力、煤气

及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生产和供应（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软件业（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批发和零售贸易

业（万元）、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农、林、

牧、渔业-采掘业（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农、林、牧、渔

业（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市及市以下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市及市以下固定资产投

资-总计-集体经济（万

元）、市及市以下固定

资产投资-总计-更改投

资（万元）、市及市以

下固定资产投资-总计

（万元）、市及市以下

固定资产投资-总计-国

有经济（万元）、市及

市以下固定资产投资-

总计-在总计中：住宅

（万元）、市及市以下

固定资产投资-总计-房

地产投资（万元）、市

及市以下固定资产投资

-总计-私营及个体经济

（万元）、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房屋建筑情况 

施工面积-住宅（万平

方米）、竣工面积-住

宅（万平方米）、施工

面积（万平方米）、竣

工面积（万平方米）、

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指标 

建成项目投产率

（%）、房屋建筑面积-

施工面积-住宅（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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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投资完成额-

按构成分-设备、工

具、器具购置（万

元）、房屋建筑面积-

施工面积（万平方

米）、建设项目个数、

房屋建筑面积-房屋竣

工率-住宅（%）、投资

完成额（万元）、施工

项目（个）、本年新增

固定资产（万元）、房

屋建筑面积-房屋竣工

率（%）、统计年份、

投资完成额-按构成分-

其他费用（万元）、房

屋建筑面积-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投资完

成额-按构成分-建筑工

程（万元）、房屋建筑

面积-竣工面积-住宅

（万平方米）、全部建

成投产项目（个）、投

资完成额-按构成分-安

装工程（万元）、分类 

银川市统计局 房地产开发投资（按资金来源分）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自

筹资金（万元）、按资

质等级分、本年资金来

源合计（万元）、本年

资金来源小计-其他资

金来源-定金及预收款

（万元）、本年各项应

付款合计（万元）、本

年资金来源小计-其他

资金来源（万元）、本

年资金来源小计-利用

外资（万元）、本年资

金来源小计-自有资金

（万元）、统计年份、

上年末结余资金（万

元）、本年各项应付款

合计-工程款（万

元）、本年资金来源小

计（万元）、本年资金

来源小计-国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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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本年资金来

源小计-利用外资-外商

直接投资（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房地产投资（按工程用途分） 

本年完成投资额-按经

济类型分-外商投资

（万元）、本年完成投

资额-按工程用途分-办

公楼（万元）、本年完

成投资额-按经济类型

分-股份制经济（万

元）、本年完成投资额

-按工程用途分-商业营

业用房（万元）、本年

完成投资额-按经济类

型分-国有（万元）、

本年完成投资额-按经

济类型分-集体（万

元）、本年完成投资额

-按经济类型分-私营个

体经济（万元）、本年

完成投资额-合计（万

元）、本年完成投资额

-按工程用途分-住宅

（万元）、本年完成投

资额-按工程用途分-其

他（万元）、统计年

份、本年完成投资额-

按经济类型分-港澳台

投资（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房地产开发主要指标（按资质等级

分） 

按资质等级分、销售面

积-住宅（万平方

米）、施工面积-住宅

（万平方米）、销售面

积（万平方米）、竣工

面积-住宅（万平方

米）、本年完成投资额

-住宅（万元）、施工

面积（万平方米）、本

年完成投资额（万

元）、竣工面积（万平

方米）、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房地产开发销售情况 

商品房实际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商品房

待售面积-按用途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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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楼（万平方米）、商

品房实际销售面积-按

用途分-其他（万平方

米）、商品房实际销售

面积-按用途分-办公楼

（万平方米）、商品房

实际销售额-按用途分-

住宅（万元）、商品房

实际销售额-按用途分-

办公楼（万元）、商品

房待售面积-按用途分-

住宅（万平方米）、商

品房实际销售额-按用

途分-商业营业用房

（万元）、统计年份、

商品房实际销售额-按

用途分-其他（万

元）、商品房实际销售

额（万元）、商品房待

售面积-按用途分-其他

（万平方米）、商品房

待售面积（万平方

米）、商品房待售面积

-按用途分-商业营业用

房（万平方米）、商品

房实际销售面积-按用

途分-商业营业用房

（万平方米）、商品房

实际销售面积-按用途

分-住宅（万平方米）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全社会建筑企业基本情况 

计算劳动生产率平均人

数（人）、企业数

（个）、房屋建筑竣工

面积（万平方米）、房

屋建筑施工面积（万平

方米）、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劳动生产率

（元/人）、统计年份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发展速

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年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发展速度

(%) 

银川市统计局 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类情况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批发零售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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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零售总额(万元)、餐

饮业零售总额(万元)、

年份、市级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万元)、县及

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万元)、其他零售

总额(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

售、库存总额 

批发额(万元)、年份、

商品销售总额(万元)、

对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

品零售额(万元)、全年

库存总额(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分类销售

及库存总额 

年份、零售贸易业-外

商投资企业(注册类型-

万元)、零售贸易业-医

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行业分类-万元)、批

发贸易业-医药及医疗

器材批发(行业分类-万

元)、零售贸易业-内资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类型-万元)、零售贸

易业-内资企业-集体企

业(注册类型-万元)、

批发贸易业-内资企业-

联营企业(注册类型-万

元)、零售贸易业-内资

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类型-万元)、批发贸

易业-机械设备、五金

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行业分类-万元)、零

售贸易业-网上商店(业

态分类-万元）、批发

贸易业-内资企业-国有

企业(注册类型-万

元)、零售贸易业-专业

店(业态分类-万元）、

批发贸易业-食品、饮

料及烟草制品批发(行

业分类-万元)、零售贸

易业(注册类型-万

元)、批发贸易业-内资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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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类型-万元)、批发贸

易业-内资企业-其他企

业(注册类型-万元)、

零售贸易业-家用电器

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行业分类-万元)、批

发零售贸易企业(万

元)、批发贸易业-文

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行业分类-万元)、

批发贸易业-其他批发

(行业分类-万元)、零

售贸易业-内资企业-股

份合作企业(注册类型-

万元)、零售贸易业-连

锁商业分店(经营方式

分类-万元）、零售贸

易业-内资企业-联营企

业(注册类型-万元)、

零售贸易业-其他(经营

方式分类-万元）、批

发贸易业-港澳台投资

企业(注册类型-万

元)、零售贸易业-纺

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行业分类-万

元)、零售贸易业-文

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行业分类-万

元)、批发贸易业企业

(万元)、零售贸易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

材料专门零售(行业分

类-万元)、零售贸易业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

零售(行业分类-万

元)、零售贸易业-内资

企业-国有企业(注册类

型-万元)、零售贸易业

-内资企业-私营企业

(注册类型-万元)、分

类、零售贸易业-专卖

店(业态分类-万元）、

零售贸易业-个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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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类型-万元)、批

发贸易业-矿产品、建

材及化工产品批发(行

业分类-万元)、零售贸

易业-内资企业-其他企

业(注册类型-万元)、

批发贸易业-贸易经纪

与代理(行业分类-万

元)、批发贸易业-纺

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

发(行业分类-万元)、

批发贸易业-内资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注册类

型-万元)、批发贸易业

-内资企业-私营企业

(注册类型-万元)、零

售贸易业-汽车、摩托

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

零售(行业分类-万

元)、零售贸易业-超市

及大型超市(业态分类-

万元）、批发贸易业-

内资企业(注册类型-万

元)、批发贸易业-内资

企业-集体企业(注册类

型-万元)、零售贸易业

-百货店(业态分类-万

元）、批发贸易业-个

体经营(注册类型-万

元)、批发贸易业-农林

牧产品批发(行业分类-

万元)、零售贸易业-独

立门店(经营方式分类-

万元）、零售贸易业-

内资企业(注册类型-万

元)、批发贸易业-外商

投资企业(注册类型-万

元)、批发贸易业-内资

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类型-万元)、零售贸

易业-综合零售(行业分

类-万元)、零售贸易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

品专门零售(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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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零售贸易业-港

澳台投资企业(注册类

型-万元)、零售贸易业

-连锁商业总店(经营方

式分类-万元） 

银川市统计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份、农村居民家庭可

支配收入（单位：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单位：

元）、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银川市统计局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银川市统计局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投资促进信息 
发布内容、信息名称、

发布时间、发布单位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招商载体信息 名称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区县概况 

人口（万）,重点园区,

区县,面积（平方千

米）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区县招商机构一览表 单位,办公电话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事项类别,收费依据及

标准,法定时限,实施依

据及条款,服务对象,承

诺时限,提供方式,共同

实施部门,服务类型,实

施主体,事项名称,备注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企业在济运营成本 项费用,小类,细项,大类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重点对外招商项目 

项目名称,联系人,本市

合作主体,公布时间,投

资地点,拟合作方式,联

系电话,项目类型,备注,

项目总投资（亿元）,

项目简介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荣获外资奖励资金项目名单 

企业填报实际到账外

资,区县资金（万元）,

批次,市级资金（万

元）,拟奖励金额（万

元）,备注,审核认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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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到账外资（万元）,

所属区县,单位名称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已落地或开工建设项目情况

汇总表 

项目名称,项目位置,项

目范围,责任单位,项目

简介 

银川市投资促进局 银川市招商引资项目 

项目介绍,项目名称,落

地时间,项目位置,所有

制形式,产业类别,所在

县区,投资方 ,总投资

（万元）,四至范围,类

别,项目进度 

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 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信息 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信息 

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 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评选 
学校、姓名、组别、奖

项 

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 少先队集体评选 优秀集体名称、序号 

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 优秀共青团员表彰名单 
地区、姓名、单位、职

务 

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 优秀共青团干部表彰名单 
姓名、年份、单位、职

务 

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 五四红旗团委表彰名单 地区、年份、单位名称 

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 五四红旗团支部表彰名单 
地区、团支部名称、年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