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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2021年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科目“统计学和统计法基础知识”和“统计专业知识和实务”以及全国统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科目“统计工作实务”的过关必做习题集。本书遵循最新版指定教材《统计业务知识》的章目编排，共

分为统计法规、统计实务、统计学基础知识三个部分，根据最新《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初、中级考试大纲》的考试内容和要求精

心编写了约1200道习题，其中包括了部分历年真题，所选习题基本涵盖了考试大纲规定需要掌握的知识内容，侧重于选用常考重难

点习题，并对习题的答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1．电子书产品（电子书、题库、视频、录屏、全套等），非实物，一旦购买无法退换。

2．购买后可在手机、电脑、平板等多种平台同步使用。

以下图片为电子书产品界面及功能展示，非本产品内容，仅供参考。

内容简介

电子书产品界面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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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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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统计法规

第一章 统计法基础知识

一、单项选择题（以下每小题各有四项备选答案，其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将其代表的字母填写在题干后面的括号内）

1 统计法是调整统计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社会关系的（  ）的总称。[2019、2016、2015年初级真题]

A．行为准则

B．行为主体

C．行为对象

D．行为规范

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是调整统计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它是由国家制定的关于统计活动的行为准则

。

【解析】

2 统计法的调整对象具有（  ）的特点。[2019、2017年初级，2015年中级真题]

A．广泛性和多样性

B．特殊性和复杂性

C．专业性和全面性

D．规范性和有效性

B【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作为规范统计活动的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比，其调整对象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解析】

3 制定统计法的最终目的是发挥统计在（  ）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2019年

初级真题]

A．反映经济发展、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B．实施科学管理、提供统计数据支撑

C．了解国情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D．监测经济运行、准确实行预警预判

C【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一条明确了立法目的，规定：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

展，制定本法。

【解析】

4 在我国，有权制定统计法律制度的不包括（  ）。[2019年中级真题]

A．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B．国家统计局

C．省人大

D．省政协

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在我国有权制定统计法律制度的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具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

常委会、具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解析】

5 统计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

料的（  ）负责。[2015年初级，2018、2017、2016年中级真题]

A．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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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准确性

C．完整性

D．一致性

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统计人员应当坚

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解析】

6 以下有关负责人在统计活动中基本守则的说法，错误的是（  ）。[2017年中级真题]

A．不得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

B．不得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C．要求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人员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

D．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C【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

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

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统计人员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解析】

7 统计法的专业性是指统计法律制度中包含（  ）。[2016、2013年初级真题]

A．政府统计管理体制

B．政府统计调查活动的组织实施方式

C．大量关于统计工作的技术性规范

D．政府统计监督检查

C【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的专业性是指统计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大量关于统计工作的技术性规范，如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标准等，

这些规范是统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析】

8 《统计法》规定，国家有计划地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推进统计信息（  ）。[2016年初级真题]

A．汇总、公布、存档技术和统计资料库系统的现代化

B．提供、处理、传输、存储技术和统计资料库系统的现代化

C．报送、汇总、传输、共享、存储技术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

D．搜集、处理、传输、共享、存储技术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

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有计划地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推进统计信息搜集、处理、传输、共

享、存储技术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

【解析】

9 统计法的调整对象是（  ）。[2014、2007年初级真题]

A．统计调查对象

B．统计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C．统计调查项目

D．统计机构

B【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是以统计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对象。统计法的调查对象属于常考点，应准确记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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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统计法》所调整的政府统计活动的组织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统计调查对象在统计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中，不包括（  ）。[2017、2012年初级，2016、2013年中级真题]

A．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职权、职责

B．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民事权利、义务

C．统计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

D．违法不履行职责、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B【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规定了政府统计活动的组织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个体工商

户、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在统计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统计机构的职权、职责，统计人员的职责、职权，统计

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违法不履行职责、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解析】

11 根据《统计法》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制定（  ）。[2011年中级真题]

A．补充性的国家统计标准

B．部门统计标准

C．行业统计标准

D．补充性的部门统计标准

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国家统计标准由国家统计局制定，或者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

制定补充性的部门统计标准，报国家统计局审批。

【解析】

12 统计人员保守的职业道德是（  ）。[2011、2005年初级真题]

A．保守国家机密的统计资料

B．对在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调查对象的信息予以保密

C．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D．坚持实事求是

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

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解析】

13 统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  ）。

A．调整方法

B．立法目的

C．法律责任

D．调整对象

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而言的，这也是统计法之所以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根本所在。

其他部门法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也是调整对象的不同。

【解析】

二、多项选择题（以下每小题至少有两项正确答案，请将正确选项的代表字母填写在题干后面的括号内）

1 统计法规定的统计调查对象包括（  ）。[2019、2008年初级，2014年中级真题]

A．国家机关

B．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C．住户

D．个体工商户

E．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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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E【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规定了政府统计活动的组织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个体工商

户、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在统计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解析】

2 制定统计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统计资料的（  ）。[2019年初级，2018年中级真题]

A．真实性

B．有效性

C．完整性

D．准确性

E．及时性

ACDE【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制定统计法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这也是统计工作的根本要求。【解析】

3 《统计法》规定，统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  ）。[2017年初级真题]

A．不得虚报、瞒报统计资料

B．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C．不得拒报、迟报统计资料

D．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

E．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BDE【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

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

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统计人员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解析】

4 统计法的立法目的包括（  ）。[2018、2016、2015、2014、2013、2011年初级，2015年中级真题]

A．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

B．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C．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D．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ABDE【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一条规定明确了立法目的：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制

定本法。

【解析】

5 根据《统计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  ）。[2018、2011

年初级，2011年中级真题]

A．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

B．不得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C．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D．不得拒报、迟报统计资料

E．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ACE【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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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第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

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

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统计人员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不得有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解析】

6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制度，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

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  ）负责。

A．真实性

B．一致性

C．完整性

D．准确性

E．普适性

ACD【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统计人员应当坚

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解析】

三、判断题（请将答案填写在题干后面的括号内，正确的划“√”，错误的划“×”）

1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2019年初级

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同时要

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解析】

2 《统计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可以在统计调查对象中推广使用计算机网络报送统计资料。（  ）

[2019年中级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可以在统计调查对象中推广使用

计算机网络报送统计资料。

【解析】

3 广义的统计法是指统计法律制度，包括统计法律、统计行政法规、统计地方性法规和统计行政规章。（  ）

[2018、2015、2013年初级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统计法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广义的统计法是指统计法律制度，

包括统计法律、统计行政法规、统计地方性法规、统计规章和统计规范性文件。

【解析】

4 统计法的特殊性是指统计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大量关于统计工作的技术性规范，如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标准等，这些

规范是统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中级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而言的，这也是统计法之所以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根本所在。统

计法的专业性是指统计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大量关于统计工作的技术性规范，如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标准等，这些规范是

统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析】

5 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是整个统计工作的根本要求。（  ）[2017年初级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制定统计法，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这也是统计工作的根本要

求。

【解析】

6 统计工作的技术性规范是统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初级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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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常见问题

  1．电子书产品（电子书、题库、视频、录屏、全套等）能在几种设备上使用？如何使用？

统计法的专业性是指统计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大量关于统计工作的技术性规范，如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标准等，

这些规范是统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析】

7 统计法唯一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及时。（  ）[2014、2012年中级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解析】

8 《统计法》主要规定了统计调查对象统计调查的义务，以及不履行统计调查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

[2014年初级真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规定了政府统计活动的组织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个体工商

户、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在统计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统计机构的职权、职责，统计人员的职责、职权，统计

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违法不履行职责、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解析】

9 《统计法》规定，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2010年初级真

题]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考试、评聘制度，提高统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保

障统计队伍的稳定性；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同时要求，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解析】

10 统计法是我国民事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

×【答案】查看答案查看答案

统计法作为我国行政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原则、特点和作用，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

科。

【解析】

团队实力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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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支持电脑（WIN10、WIN8、WIN7）、手机、平板等多端同步使用。电脑端在线版在本网站登录即可使用，电脑端下载版

只能绑定一台电脑使用，手机端及平板等移动设备访问并登录本网站即可使用。

  2．我已购买的电子书在哪里查看？

  答：电脑或手机上登录后点击“查看购买记录”。

  请务必确认，你是使用购买了电子书产品的账号登录查看。

  3．视频/录屏可以离线观看吗？

  答：不可离线观看。

  如你在使用中遇到了其他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请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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