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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方案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统计工作，提高我国教育统计的数

据质量，确保教育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国家统计局《部门统计管理的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教育统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工

作方案。 

    一、目的意义 

㈠ 目的。数据质量是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生命线，做好数

据质量核查工作是教育统计的基本职责和任务。教育部将依托中

国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库建立以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自查为基

础，以国家抽查、重点核查为指导，带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质量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教育统计服务于科学决策的

重要作用，推动教育统计事业的发展。 

㈡ 意义。数据质量核查有效实施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

在四个方面：一是掌握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准

确性，保障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量；二是摸清影响数据变动的政

策、利益因素及影响程度；三是解决技术性因素导致的数据质量

问题，避免统计人员因业务不熟产生的低级错误；四是引起地方

领导和基层学校对教育统计工作的重视，督促抓好教育事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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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基础工作建设。 

    二、核查机制 

充分发挥中国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库的重要作用，建立数据质

量核查长效工作机制，每年定期开展常规性数据质量核查及专项

数据质量核查活动，具体包括以下类型： 

  ㈠ 常规性数据质量核查活动。依托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库，

开展经常性的数据质量自查、抽查、重点核查活动，各种核查活

动有效衔接。根据教育事业统计工作实际，核查工作时间贯穿全

年，各项核查活动的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 技术手段核查。 

目前，系统中已建立起“一对比、二体系”的技术核查办法，

将数据质量的误差率控制在录入源头。“一对比”是指根据上年

填报数据进行两年数据增降幅对比；“二体系”是指建立严格的

报表间、数据间的逻辑校验关系，根据日常管理经验判断建立提

示性校验。此外，还可利用假设检验、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核查。 

2. 自查活动。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限定的时间范

围内，按照各类学校数的 10%确定为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的自查比

例，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确定的核查单位进行认真自查。 

3. 抽查活动。 

⑴ 抽查范围。每年拟随机抽取 6 个省份，每省份确定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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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1-2个县，每县抽取 5所各级各类学校。 

⑵ 组建工作组。教育部拟组建 6-8 个国家级数据质量抽查

工作组，工作组成员从中国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库中选派，实施数

据质量抽查具体工作。 

4. 重点核查活动。重点核查主要针对存在数据问题、要求

变更统计数据及被举报的单位进行。 

⑴ 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应用信息化技术核查手段对

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中反映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重要指标的逐年

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筛选确定存在数据质量问题的地区或单位，

以及需重点核查的统计指标。 

⑵ 将以往发生过数据质量责任事故的地区或单位作为重点

核查的对象。 

⑶ 上一级部门汇总结束后，如有单位提出要求修改数据的，

上一级部门要组织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对该单位进行核查以确定

数据的真实性。全国统计汇总结束后，对要求变动统计数据的省

份和高等学校，教育部将组织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对该省份或高等

学校进行核查，以确定数据的真实。 

⑷ 对于数据质量举报事件，教育部指派教育事业统计专家

队伍根据举报内容对被举报单位进行数据质量核查。 

㈡ 专项数据质量核查活动。针对社会关注的，反映教育事

业改革与发展的敏感、热点、难点问题，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

机构可随时组织教育事业统计专家迅速深入数据源头，及时调查

了解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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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核查内容 

  ㈠ 省、地（州、市）、县级数据质量核查主要内容。 

1. 统计管理工作。统计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教育统

计规章制度的建设及组织实施情况；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人数、专兼职、工作量）；统计设备配备情况（计算机为专用

或兼用、机型、联网情况）；参加上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

况；组织本行政区域教育机构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本级统计

报表资料按期存档管理、发布情况（纸质文档、电子文档）；统

计工作专项经费保障情况；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2. 重点指标数据。学校数与教学点数；生师比的波动情况；

分年级在校生数；学生变动情况；毕业生数；专任教师数。 

  ㈡ 学校级数据质量核查主要内容。 

1.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级核查内容。 

⑴ 统计管理工作。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在校学生花名册、

辍学学生登记表、学生考勤登记表、学生变动登记表）建设情况；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人数、专兼职、工作量）；统计设

备配备情况（计算机专用或兼用、机型、联网情况）；参加上级

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学校基表按期存档情况（纸质文

档、电子文档）；存档的学校基表与上报数据库的一致性；统计

台帐建立情况；在编教职工、代课教师花名册等。 

⑵ 重点指标数据。学校或教学点的班数；分年级在校生数；

学生变动情况数据；专任教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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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教育学校核查内容。 

⑴ 统计管理工作。统计规章制度的建设及其组织实施情况；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人数、专兼职、工作量）；统计设

备配备情况（计算机为专用或兼用、机型、联网情况）；参加上

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学校基表按期存档情况（纸质

文档、电子文档）；存档的学校基表与上报数据库的一致性；学

生、教职工、资产基础数据库建立情况；统计台帐建立情况。 

⑵ 重点指标数据。在校生数；专任教师数（其中具有研究

生学位专任教师数）；聘任教师数；图书藏量数据；校舍建筑面

积（其中教学行政用房）数据；学校占地面积数据；固定资产（其

中教学仪器设备）数据。 

    四、公示制度 

为提高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量和公信力，教育部将建立健全

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公示制度和监督举报机制，使统计数据全面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反对和制止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营

造良好的统计数据信用环境。 



13 

附件 3 

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指导手册 

（试行） 

为保障我国教育统计的数据质量，进一步完善统计工作制

度，提高统计服务水平，教育部将依托中国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库，

建立以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自查为基础，以国家抽查、重点核

查为指导，带动各地教育统计数据质量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一、核查目的及要求 

核查目的：深入了解我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量；摸清影响

数据质量的政策、利益因素及影响程度；解决技术性因素导致的

数据质量问题，避免统计人员因业务不熟产生的低级错误；督促

抓好教育事业统计各项基础工作建设，保障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

量。 

核查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检查基层教育事业统计工作基础是否可靠、制度是否健全、方法

是否科学，数据是否有来源，能否反映实际，基层统计工作人员

是否如实调查，如实上报，是否严格执行统计法，有无违反统计

法情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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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内容及办法 

检查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管理情况；核查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要

做到“三个统一”：一是上级数据与下级数据是否统一；二是报

表数据与基表数据或台帐数据是否统一；三是基表或台帐数据与

实际数据是否统一。 

㈠ 省、地（州、市）、县级核查内容及办法。 

1. 检查统计管理工作（完成附表 A1），主要内容包括： 

——统计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 

——教育统计规章制度的建设及组织实施情况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人数、专兼职、工作量） 

——统计设备配备情况（计算机为专用或兼用、机型、联网情况） 

——参加上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组织本辖区教育机构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统计报表资料按期存档、发布情况（纸质文档、电子文档） 

——统计工作专项经费保障情况 

——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2. 核实重点指标数据（完成附表 A2） 

——核对学校数与教学点数 

——与历史数据对照核实生师比的波动情况 

——通过核对毕业证书发放数核实统计报表中毕业生数的真实性 

——通过核对教职工花名册核实统计报表中专任教师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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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校级核查内容及办法。 

1.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校级核查内容及办法。 

⑴ 检查统计管理工作（完成附表 B1），主要内容包括： 

——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在校学生花名册、辍学学生登记表、学

生考勤登记表、学生变动登记表）建设情况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人数、专兼职、工作量） 

——统计设备配备情况（计算机为专用或兼用、机型、联网情况） 

——参加上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学校基表按期存档情况（纸质文档、电子文档） 

——存档的学校基表与上报数据库的一致性 

——统计台帐建立情况 

——教职工、代课教师花名册建立情况 

⑵ 核实重点指标数据（完成附表 B2） 

——核对学校或教学点的班数 

——通过核对学生学籍档案核实在校生花名册 

——通过核对在校生花名册核实统计报表中在校生数的真实性 

——通过核对辍学学生登记表、学生变动登记表核实统计报表中

学生变动情况的真实性 

——通过核对教职工花名册核实统计报表中专任教师数据的真

实性 

2. 高等教育校级核查内容及办法。 

⑴ 检查统计管理工作（完成附表 C1），主要内容包括： 



16 

——统计规章制度的建设及组织实施情况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人数、专兼职、工作量） 

——统计设备配备情况（计算机为专用或兼用、机型、联网情况） 

——参加上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学校基表按期存档情况（纸质文档、电子文档） 

——存档的学校基表与上报数据库的一致性 

——学生、教职工、资产基础数据库建设情况 

——统计台帐建立情况 

⑵ 核实重点指标数据（完成附表 C2） 

——通过核对学生学籍数据库（学生注册记录、在校生花名册）

核实高等教育统计报表中在校生数真实性 

——通过核对人事部门教职工数据库或花名册核实高等教育统

计报表中专任教师数（其中专任教师学历情况）、聘任教师

数的真实性 

——通过核对图书馆馆藏记录核实高等教育统计报表中图书藏

量的真实性 

——通过核对规划部门批复的建筑规划许可证、房产证核实校舍

建筑面积（其中教学行政用房）的真实性 

——通过核对土地使用证核实学校占地面积的真实性 

——通过核对固定资产（其中教学仪器设备）有关帐目核实固定

资产数据的真实性 

三、组织实施 

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由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组织实施，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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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共同参与，采取自查、抽查和重点

核查等方式开展工作，并按照要求完成年度数据核查任务。 

㈠ 各省自查。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数据质量核查的工作要求，按

照各级各类学校数的 10%确定为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的自查比例，

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所确定的核查单位进行认真自查，发现并解决

问题，及时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送数据质量自查报告，逐级汇

总后上报至教育部。 

省、地（州、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省、地（州、

市）、县级核查内容及办法”要求，完成自查工作。 

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校根据“基础教育和

中等职业教育校级核查内容及办法”和“高等教育校级核查内容

及办法”要求，完成自查工作。 

㈡ 国家抽查。 

教育部拟组建 6-8 个国家级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组，工作组成

员由中国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库中专家组成，实施数据质量抽查具

体工作。 

教育部每年将随机抽取 6 个省份，每省份确定 3 所高校、1-2

个县，每县抽取 5 所各级各类学校，根据相应单位的“核查内容

及办法”要求，完成国家数据质量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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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重点核查。 

重点核查主要针对存在数据问题、要求变更统计数据及被举

报的单位进行： 

1. 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应用信息化技术核查手段对

各级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中反映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重要指标的

逐年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筛选确定存在数据质量问题的地区或单

位，以及需重点核查的统计指标。 

⑴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重点核查对象的确定依据 

——学校数与在校学生数对照变动幅度较大的 

——当年各年级在校生数与对应年份一年级在校生数对照变动

幅度较大的 

——分年龄学龄人口数与上年相应年龄组人数对照波动较大的 

——复学、休学、退学、转入、转出、其他增加、其他减少波动

较大的 

——转入与转出的差额与在校生数的年度增长量比较差别较大

的 

——专任教师数与历史数据比较波动较大的 

⑵ 高等教育重点核查对象的确定依据 

——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与历史数据对照波动较大的 

——成人本专科分学习形式在校学生数与历史数据比较波动较

大的 

——专任教师与历史数据比较增长幅度较大的 

——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教师与历史数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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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增长速度较快的 

——固定资产（其中教学仪器设备值）与历史数据比较增长幅度

较大的 

——固定资产增量小于教学仪器设备值增量的 

——图书藏量与历史数据比较变动幅度较大的 

——统计报表中上年图书藏量与本年新增图书之和大于等于本

年图书藏量的 

——校舍建筑面积（其中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与历史数据比较增

长幅度较大的 

——占地面积与历史数据比较增长幅度较大的 

2. 将以往发生过数据质量责任事故的地区或单位作为重点

核查的对象。 

3. 上一级部门汇总结束后，如有单位提出要求修改数据的，

上一级部门要组织教育事业统计专家对该单位进行核查以确定

数据的真实性。全国统计汇总结束后，对要求变动统计数据的省

份和高等学校，教育部将组织教育事业统计专家组对该省或高等

学校进行核查，以确定数据的真实性。 

4. 对于数据质量举报事件，教育部指派教育事业统计专家队

伍根据举报内容对被举报单位进行数据质量核查。所有核查结果

报告及时上报至教育部。 

四、核查工作要求 

㈠ 国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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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工作计划，编制指导手册； 

2. 培训国家级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组成员； 

3. 完成对省级统计人员的工作布置和培训，明确工作目的

和任务； 

4. 组织 6-8 个国家级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组，对确定的核查单

位进行实地调查和重点核查； 

5. 总结经验，适时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㈡ 省级任务。 

1. 参加国家对省级统计人员的工作布置和培训，了解工作

目的和任务； 

2. 完成对地或县级工作布置和培训，明确工作目的和任务； 

3. 配合国家级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组做好核查工作，同时要

组织专门人员，完成省内自查组织工作； 

4. 总结本省核查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改进措

施，并将有关情况上报教育部； 

5. 对于县级和校级任务，各省可根据实际工作，提出具体

要求。 

㈢ 县级任务。 

1. 参加省级组织的工作布置和培训会，了解工作目的和任

务； 

2. 配合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核查工作，同时要组织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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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完成县内自查工作； 

3. 总结本县核查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改进措

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㈣ 校级任务。 

1. 配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核查工作，开展本校教育统

计数据的自查工作； 

2. 通过具体开展活动，提高对统计数据质量重要性的认识； 

3. 学校应主动进行自查，认真总结经验，建立健全有关制

度和机制，以进一步提高本校的统计数据质量。 

 

附表： 

A1省、地（州、市）、县级管理工作核查项目 

A2省、地（州、市）、县级数据核查指标 

B1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校级管理工作核查项目 

B2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校级数据核查指标 

C1 高等教育校级统计管理工作核查项目 

C2 高等教育校级数据核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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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1

核查单位名称： 核查年度：

项      目 内      容 核查情况

统计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 好、中、差

统计规章制度的建设及组织实施情况 有{完善（实施情况）、不完善}、没有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人数、专职、兼职、工作量（兼职比例）

统计用计算机设备配备情况 专用、兼用、机型、联网情况

参加上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是、否

组织本辖区教育机构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是、否

统计报表按期存档情况 是、本级综表、学校基表、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否

存档的本级综表、学校基表与上报数据库的一致性 是、否

统计经费保障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省、地（州、市）、县级管理工作核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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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2

核查单位名称： 核查年度：

指标 编号 三年前报表数 二年前报表数
一年前报表

数
当年报表数

当年与对应年份一
年级的增减情况

当年核实数 核实数与报表数差值 备注

甲 乙 1 2 3 4 5 6 7

幼儿园园数 01    

学前教育班数 02    

学前教育幼儿数 03
小学学校班数 04 ——

小学教学点班数 05 ——

小学在校学生数 06 ——

一年级 07 ——

二年级 08

三年级 09

四年级 10

五年级 11

六年级 12

复学学生数 13 ——

休学学生数 14 ——

转入学生数 15 ——

转出学生数 16 ——

其他增加学生数 17 ——

其他减少学生数 18 ——

专任教师数 19 ——

初中班数 20 ——

初中在校学生数 21 ——

一年级 22 ——

二年级 23

三年级 24

四年级 25
复学学生数 26 ——

省、地（州、市）、县级数据核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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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学生数 27 ——

转入学生数 28 ——

转出学生数 29 ——

其他增加学生数 30 ——

其他减少学生数 31 ——

专任教师数 32 ——

高中班数 33 ——

高中在校学生数 34 ——

一年级 35 ——

二年级 36

三年级 37

复学学生数 38 ——

休学学生数 39 ——

转入学生数 40 ——

转出学生数 41 ——

其他增加学生数 42 ——

其他减少学生数 43 ——

专任教师数 44 ——

中职班数 45 ——

中职在校学生数 46 ——

一年级 47 ——

二年级 48

三年级 49

四年级及以上 50

复学学生数 51 ——

休学学生数 52 ——

转入学生数 53 ——

转出学生数 54 ——

其他增加学生数 55 ——

其他减少学生数 56 ——

专任教师数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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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B1

核查学校名称： 核查年度：

项      目 内      容 核查情况

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人数、专职、兼职、工作量（兼职比例）

统计用计算机设备配备情况 专用、兼用、机型、联网情况

参加上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是、否

学校基表按期存档情况 是、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否

存档的学校基表与上报数据库的一致性 是、否

统计台帐建立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教职工花名册建立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校级管理工作核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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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B2

核查学校名称： 核查年度：

指标 编号 三年前报表数
二年前报表

数
一年前报表

数
当年报表数

当年与对应年份一年
级的增减情况

当年核实数 核实数与报表数差值 备注

甲 乙 1 2 3 4 5 6 7

幼儿园园数 01

学前教育班数 02

学前教育幼儿数 03

小学学校班数 04 ——

小学教学点班数 05 ——

小学在校学生数 06 ——

一年级 07 ——

二年级 08

三年级 09

四年级 10

五年级 11

六年级 12

复学学生数 13 ——

休学学生数 14 ——

转入学生数 15   ——

转出学生数 16 ——

其他增加学生数 17 ——

其他减少学生数 18 ——

专任教师数 19 ——

初中班数 20 ——

初中在校学生数 21 ——

一年级 22 ——

二年级 23

三年级 24

四年级 25

复学学生数 26 ——

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校级数据核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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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学生数 27 ——

转入学生数 28 ——

转出学生数 29 ——

其他增加学生数 30 ——

其他减少学生数 31 ——

专任教师数 32 ——

高中班数 33 ——

高中在校学生数 34 ——

一年级 35 ——

二年级 36

三年级 37

复学学生数 38 ——

休学学生数 39 ——

转入学生数 40 ——

转出学生数 41 ——

其他增加学生数 42 ——

其他减少学生数 43 ——

专任教师数 44 ——

中职班数 45 ——

中职在校学生数 46 ——

一年级 47 ——

二年级 48

三年级 49

四年级及以上 50

复学学生数 51 ——

休学学生数 52 ——

转入学生数 53 ——

转出学生数 54 ——

其他增加学生数 55 ——

其他减少学生数 56 ——

专任教师数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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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1

核查学校名称： 核查年度：

项      目 内      容 核查情况

统计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统计岗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人数、专职、兼职、工作量（兼职比例）

统计用计算机设备配备情况 专用、兼用、机型、联网情况

参加上级部门年度报表布置、培训情况 是、否

学校基表按期存档情况 是、纸质文档、电子文档、否

存档的学校基表与上报数据库的一致性 是、否

学生、教职工、资产基础数据库建立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统计台帐建立情况 有（完善、不完善）、没有

高等教育校级统计管理工作核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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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2

核查学校名称： 核查年度：

指标 编号 三年前报表数 二年前报表数 一年前报表数 当年报表数 当年核实数
核实数与报表数

差值
备注

甲 乙 1 2 3 4 5 6

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 01

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数 02
         脱产 03
         函授 04
         业余 05

专任教师 06
        其中研究生学历（学位）以上教师 07

聘任教师 08

固定资产 09
        其中教学仪器设备 10

图书藏量 11

校舍建筑面积 12
        其中教学行政用房 13

占地面积 14

高等教育校级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核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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