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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家记账户”是一种怎样的
体验？在南开区西湖道卧龙北里，记
者见到了调查户张大姐。张大姐今年
63岁，记账已有一段时间了，手机操作
已十分娴熟。每天出门吃过早餐、买
完菜，她都会在手机App“e记账”中记
上一笔。
“你看，这就是我昨天的消费记

录。”说着，张大姐掏出手机点开了“e记
账”的App。在记账页面上，记者看到，
绿色的数字显示的是支出，红色的数字
显示的是收入。昨天张大姐买鸡精花
了8.90元，买生菜花了5.20元，买酸奶
花了12.00元，记账补贴收入300元。
“这个App对每个月的支出都进行

统计，现在我每个月钱都花在哪里一
目了然，家里一个月各类支出情况特
别清楚。”张大姐笑着点开“e记账”的
支出统计一项，彩色的饼状图蓝色部
分显示的是食品烟酒，张大姐1月份消
费10834.43元；粉色部分显示的是医疗
保健，1月份消费3154.71元。

张大姐记账很仔细，散称的商品
还填写单价、重量。甚至，买的酱油是
哪种品牌，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谓细致
入微。“以前花钱没什么规划，一个月
下来，几千块退休工资到底花在哪儿，
也想不起来。自从开始记账，每笔钱
的去处清清楚楚，结余的退休金还进
行了理财！”张大姐告诉记者。
“记账非常有好处，可以帮助家庭

理财、做规划，从大的方面讲，也能帮
助国家收集了解真实的居民生活情
况。”张大姐说，“我现在虽然退休了，
但是有余力可以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情，我非常高兴。”

说起记账对自己的影响，河西区龙
海公寓的马女士笑称自己以前是个大大
咧咧的人，从来没有过记账习惯。记账
以后，感觉自己“更会过日子了”。
“以前自己花钱没个规划，一个月

下来几千块钱到底花在哪儿，根本想
不起来，有时候还会超支。现在通过
记账，钱的去处清清楚楚，不该花的就
不花了，无形中培养了良好的消费习
惯。”马女士告诉记者，刚开始觉得记
账麻烦，现在记账已经成为自己的生
活习惯和乐趣。

新学期开学了，马女士想给孩子买
点学习用品，打开“e记账”App，发现前
一阵刚刚买过，她马上就在网络平台取
消了下单。“现在买东西之前会对比手
机里的账单数据，看看哪些花费必要，
哪些花费不必要，不必要的花费尽量减
少，提醒自己不要盲目囤货。”马女士觉
得自己生活的品质越来越好。

如今，“e记账”App已经成为马女士
生活的“小管家”。在日复一日笔笔细微
的记账中，她不仅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
务，也学会了更好地规划生活开支。

家庭收入几何、支出几许，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
账单。如果有幸被抽中成为四千分之一的调查户，每
天都需要记什么，怎么记呢？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刘洋洋
经常辅导调查户记账，她告诉记者，调查户每天记录的
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经营收入、养老金、房租等各种形
式的现金收入，也包括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发放或提
供的食品、日用品、食堂就餐、培训、体检、旅游等各种
形式的实物或服务收入。支出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
开销，如购买菜肉蛋奶、添置衣物、交通通信、外出饮食
及旅游等。

据了解，抽中的记账调查户通常会固定一个对家

中收支情况熟悉、有记账能力并且经常在家的人记账，
每日将家庭常住人员的收入支出账目逐笔录入“E记
账”软件，记账要求完整及时、不重不漏。统计调查部
门住户调查业务人员及聘请的村级辅助调查员也会定
期到调查户家中解答疑惑。

据介绍，抽中的调查户需要每天记录所有家庭成
员的收支账目，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使用国家统
计局天津调查总队统一印制的纸质账本记账，二是使
用手机App记账，推荐使用手机记账。每个月调查员
都会上门收发账本，并指导记账。每季度末的月份调
查员还会入户开展问卷调查。

为了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国家统计局近年来

加快建设和推广住户调查电子记账系统。我市自2013
年起率先探索开展电子记账，2017年大样本轮换以来，
电子记账率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全市电子记账率
已达84.3%。“有些调查户不能熟练地掌握电子记账软
件，或者不具备电子记账的条件，就需要用纸质账本，
一般以老人户居多。”杨光说，目前全市还有15.7%的调
查户使用纸质账本，每月记好账后，由辅助调查员统一
录入系统。

打开国家统计局官网，便可以找到国家统计局
住户调查应用系统的电子记账终端 App，大家都可
以利用这个工具进行自愿记账，积极体验和参与记
账活动。

如果调查户记了几年账以后不
想记了，可是有的还想继续记，怎么
办？教会了一个调查户记账，让他
一直记下去非常省事，又为什么必
须进行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呢？张
春华表示，定期对调查样本进行轮
换，是防止样本老化，保证样本代表
性和住户调查数据质量的必要举
措，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代表性的问题。住户调查
采取的是抽样调查，要通过样本来
推算总体，所以必须保证样本对总
体的代表性。样本轮换就是定期从
总体中抽选样本，换掉已经使用了
较长时间、可能老化的样本，从而确
保样本贴近总体实际。随着时间推
移，调查户的地理位置、城乡属性、
收入层次、人口结构等都可能发生
较大变化。比如说，原来这户被抽
出来可能是代表农村地区1300户
相似家庭情况，几年后该调查户搬
家到了市区，他的家庭再去代表农
村地区的住户就不准确了。

二是可以使样本结构更接近于
总体结构。家庭是有生命周期的，
新的家庭不断产生，老的家庭也会
消失。而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

中，家庭人口构成是不一样的，收入与
消费的结构水平也会有所改变。样本
户若不轮换，样本中老人就会过多，儿
童就会过少。定期重新抽选样本，可
以保障调查样本中有处于生命周期各
个阶段的家庭，使得样本切合当前人
口总体的年龄、性别结构，也切合劳动
力就业、经营结构。

三是为了减轻调查户负担、保证
记账质量，也需要定期轮换样本。抽
中家庭参加调查虽然是尽了公民的义
务，有利于国家决策，也有利于家庭理
财，但每天需要花几分钟甚至十几分
钟时间记账，天长日久不免觉得繁
琐。根据经验，调查户一般记账几年
以后很容易产生思想倦怠，记账质量
可能会下滑。定期对调查户进行轮
换，一方面可以使更多家庭参加调查，
提高样本代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减
轻调查户负担。

为了防止住户调查样本老化、保
证样本代表性，国家统计局每五年组
织开展一次大样本轮换。继2017年
开展全市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
后，时隔五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
部署，我市于2022年底又开展了新一
轮的大样本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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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记账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困难，都要给调查户

们配备一名辅助调查员，王雅静就是天
津调查总队的一名辅助调查员。在辅助
调查员岗位上干了十几年，她对辖区的
很多调查户都非常熟悉。调查户总会打
趣地说，王雅静比自家亲戚都了解他们
的情况。
“作为辅助调查员，每个月一定要保证

入户，只有入户才能和调查户建立良好的
沟通，尤其是能看到调查户家中发生的变
化。”王雅静告诉记者。每次入户前她都要
把需要提醒的内容总结梳理，把当月户里
记账应注意的事项，全写在每户一个账本
的封皮上，等到收账时，根据户里记账的情
况，分别进行提醒，比如燃气费、水费、电
费、理发费、通信费等。
“入户时跟调查户要多沟通，同时沟

通也需要技巧，问题要问在点子上。”王

雅静调查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有一次
她去一个收入比较高的小区摸底调查，进小
区一看停车位全都是满的。可是入户时问
“家里有车吗”，前三户都说没有。凭自己的
工作经验，她再入户便问，“您家汽车价格是
30万元以上，还是2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
的”，这样问下来，王雅静把小区的汽车数量
都问出来了。

王雅静每次拜访调查户，都要在调查户家
里转转，看看家里又添置了什么新东西，最后
还不忘提醒调查户别忘了记账。她说：“只要
是这个家庭花出去和收进来的每一分钱都需
要记账，大到成千上万元，小到买张报纸都需
要记账，记得越细越好！”

除了调查户记账之外，住户成员及劳动力
从业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
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况及其他民
生状况等数据都要由辅助调查员入户访问，使
用问卷调查方式采集。“一笔笔细微而又准确
的账单，记录的不仅是生活开支，更是一年又
一年的家国变化。调查户家庭账本上每一笔
精确的小数据，都将汇成国家发展的大数据。”
王雅静说。

“调查户一开始对记账不
太接受，担心隐私或者收入被
泄露”张春华坦言，统计调查
员只好一遍一遍上门去宣传
为啥要记账、记账的意义在哪
里，特别是承诺政府部门将恪
守《统计法》，严格保护个人信
息和数据，以此来打消调查户
的疑虑。

张春华表示，请所有参与
调查的调查户放心，确保信息
安全是统计部门的责任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
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
予以保密。在保护调查户信息
安全方面，天津调查总队采取
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一是调查户的每笔数据
都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统一开
发的平台终端直接上报，最
大限度减少中间人为操作环
节，防止数据泄露。二是每
一名入户调查员均需签订
《保密协议》，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三是天津调查总队设

立了专门监督检查统计保密的
职能部门，一旦出现泄密问题，
将按规定程序追究相关单位和
人员的法律责任。

记账对家庭有什么好处
呢？如果被抽中成为调查户，请
务必积极参与“为国记账、为己
理财”的住户调查。张春华表
示，对于家庭和个人层面，每天
记账可以帮助您掌握个人或家
庭收支情况，合理规划消费和投
资；可以帮您培养良好的消费习
惯，能够增强对个人财务的敏感
度，提高理财水平；还可以记录
生活、社会的变化，同时起到备
忘录的作用，亲友借债、人情往
来也能有账可查，心中有数。此
外，家庭收支公开了，有利于促
进家庭成员和睦相处。

此外，老年人记账可以帮助
锻炼大脑、活跃思维，让老年人
觉得生活有了计划和依托，生活
内容更加充实、心情更加愉快；
小孩子参与记账可以学习更多
的生活常识，锻炼数学运算能
力，有助于培养健康的金钱观和
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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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副处长
张春华表示，住户调查是一项十分重要且拥有近70年
历史的国家统计调查业务。住户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
统一组织实施的政府统计调查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通
过问卷填报和记账获得的数据资料，反映居民收入、消
费、就业、住房等基本生活状况。备受关注的两个重要
民生指标数据，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

出，就是由住户调查产生的。住户调查能够客观监测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

张春华向记者解释：“住户调查就是用科学的抽样
方法在全市范围内抽取一定数量的居民调查户，通过
调查户每天逐笔的记录取得的各项收入和消费支出情
况，按照季度汇总计算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人均消费支出等数据。”

开展住户统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据介绍，通过
住户调查可以全面、准确、及时了解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居
民收入、消费及其他生活状况，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
局和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住户调查结果也将
为天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城乡低保标
准、民事赔偿标准、社会专项救助补贴标准等提供重要的
数据参考，并为国民经济核算等相关统计提供基础数据。

住户调查发挥关键作用的是记账的调查户。那
么，天津的样本调查户是如何抽取出来的呢？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住户监测处副处长杨光
告诉记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天津市有常
住人口1386.6万，500多万户住户。天津住户调查大样
本轮换摸底调查在全市16个行政区的400个调查小区
共计摸底调查了73000余户居民。按照随机等距的抽
样方法，在摸底调查基础上随机选取了4000户居民作

为新一轮的调查户。这样算来，住户调查的每一户样本
调查户将代表全市1300多户同类型住户的生活状况。

所以，最终被抽取出来代表全市人民记账的4000
户调查户是非常幸运的，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
真实准确地记好每一笔收支账，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
出同类型住户的生活情况。抽中的调查户虽然记账比
较辛苦，但十分光荣，不仅是为自己的家庭记账，更是
为国家“记账”。

杨光表示，住户调查记账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
调查户要坚持把全家的每一笔收入、消费及时记录下来，
小到一瓶矿泉水、一棵白菜，大到一辆汽车，统计部门将
指派调查人员采取上门或在线的方式对选中的调查户进
行专门指导，以保证记账质量。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
队编撰了《住户调查记账指南》，方便新调查户随时查阅
每笔账的记录方法。为了感谢这些调查户的辛勤付出，
国家每个月会给予一定金额的记账补贴。

为国记账 为己理财

2022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976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1324元。对于

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数据，

大家都非常熟悉，但这些关乎百姓“钱袋子”

的民生数据，究竟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这些反映居民生活的精确数据都来自

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一项重要民生统计

调查——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简称

住户调查。天津市于去年底在全市启动

了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4000户居民作为

新一轮的记账户开始为国记账。什么是大

样本轮换？如何保证这些数据能科学、如

实地反映天津市居民的真实收入和支出水

平？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

总队的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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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津南区调查队王井莉指导调查户手机记录
日常收支数据。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