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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A_94_E6_AC_A1_E5_c36_326770.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２７７号）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已经２

０００年１月１０日国务院第２５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

布施行。 总理 朱容基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８日 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制定人口政策，统筹安排人民的物质

和文化生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务院决

定于２０００年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口普查工作，在国

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 国务院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

政公署，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人民政府，设置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设置

人口普查办公室；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设置人口普查小

组，分别负责人口普查的领导、组织和具体实施。 第三条 ２

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标

准时间。 第四条 人口普查所需经费，在保证高质量完成普查

任务和厉行节约的原则下，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

，以地方财政为主。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人口普查领导机

构，对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负责，督促人口普查办事机构对各

阶段工作进行质量控制和验收。 第二章 人口普查的对象和登

记原则 第六条 人口普查的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常住的人（指自然人，下同）。 第七



条 人口普查，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常

住地进行登记。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 下列人口应当

在本乡、镇、街道普查登记： （一）居住在本乡、镇、街道

，并已在本乡、镇、街道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的人； （二）已

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常住户口在本乡、镇、街

道以外的人； （三）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但已

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四）普查时居住在本

乡、镇、街道，常住户口待定的人； （五）原住本乡、镇、

街道，普查时在国外工作或者学习，暂无常住户口的人。 常

住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但已离开本乡、镇、街道半年以

上的人，在户口所在地只登记人数，不计入户口所在地的常

住人口数内。 第八条 人口普查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户分为

家庭户和集体户。 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的人口，居住一处共

同生活的作为一个家庭户；单身居住独自生活的，也作为一

个家庭户。 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住在单位内

集体宿舍及其他住所、共同生活的人口，作为集体户。 第九

条 人口普查表分为普查表短表和普查表长表两种形式，普查

表由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设计。普查表长表根据国家规定的

办法，抽出百分之十的户填报；普查表短表由其余的户填报

。 第十条 在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

日期间内有死亡人口的户，应当进行普查登记，同时填报《

死亡人口调查表》。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至普查登记

期间内死亡的人口，仍须普查登记，不填报《死亡人口调查

表》。上述期间内出生的人口不予普查登记。上述期间内迁

移的人口，必须在原常住地普查登记。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



放军现役军人、文职干部、编内职工及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

员，由军队领导机关统一进行普查。 在军队编内单位服务的

编外职工以及家属、保姆等，居住在军队营院内的，由军队

机关负责普查，普查表移交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人口普查机

构；不在军队营院内居住的，由地方人口普查机构负责普查

。 在军队所属的福利性、保障性企业，子弟学校，幼儿园等

单位居住的非现役军人、文职干部和编内职工，由其所在单

位负责普查，普查表移交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人口普查机构

；不在上述单位居住的，由地方人口普查机构负责普查。 第

十二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驻在地的县、市公安机关

进行普查，普查表移交县、市人口普查办公室。 第十三条 驻

外使、领馆人员，各驻外单位人员以及派往国外的专家、职

工、劳务人员、留学生（包括公费和自费）、实习生、进修

人员等，由其出国前居住的家庭户或者集体户申报登记。 第

十四条 依法服刑、被劳教的人，由当地公安机关和监狱、劳

教机关进行普查，普查表移交县、市人口普查办公室。 第三

章 人口普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

媒体，在人口普查登记前后，应当积极做好人口普查的宣传

工作，动员群众参与人口普查。 第十六条 人口普查登记和资

料汇总，应当按照划分的普查区域进行。农村以村民委员会

所辖地域为基础，城镇以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为基础划分普

查区。每个普查区，按照一个普查员所能承担的工作量，划

分成若干个调查小区，涵盖调查小区的所有住户，不重不漏

。 第十七条 在各级人口普查机构统一领导下，公安机关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国家有关户口管理的其

他规定，进行户口整顿。户口整顿应当查清常住人口、暂住



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有关资料提交乡、镇、街道人口普查

办公室。 第十八条 人口普查登记以前，普查员、普查指导员

应当对调查小区的人口状况进行摸底工作，明确普查登记的

职责范围、绘制调查小区地图、编制调查小区各户户主姓名

底册。 第四章 人口普查的登记和复查工作 第十九条 人口普

查的现场登记工作，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开始到１１月

１０日以前结束。 第二十条 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采用普查

员入户查点询问、当场填报的方式进行，普查员应当按照普

查表列出的项目逐户逐人询问清楚，逐项进行填写，做到不

重不漏、准确无误。 普查员每调查完一户，应当将填写的内

容向本户申报人当面宣读，进行核对。 第二十一条 积极参加

人口普查登记，如实申报人口普查项目，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普查登记时，各户申报人应当根据普查员的询问如实回答

普查内容，不得谎报、瞒报、拒报普查项目。 第二十二条 各

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应当动员、支持群众如实申报人口普

查项目，不得授意、指使、强迫群众不如实申报；不得伪造

、篡改普查表和汇总内容；不得对如实申报普查项目的群众

打击报复；不得以各种形式和借口干扰人口普查工作。 第二

十三条 普查登记的个人资料不得作为行政管理和表彰、处罚

的依据。第二十四条 人口普查机构和各级普查工作人员，对

各户申报的情况，必须保守秘密，不得向人口普查机构以外

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泄露。严禁公开个人和家庭的登

记资料。 第二十五条 普查表只作为数据处理和综合汇总使用

，人口普查机构必须妥善保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

何理由查阅普查表。 第二十六条 普查登记结束后，普查指导

员应当组织普查员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全面复查，发现差错



，经核实后，予以改正。 复查工作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

日以前完成。 第二十七条 复查工作完成后，全国抽取千分之

零点一五的人口进行事后质量抽查。事后质量抽查由国务院

人口普查办公室统一组织进行。抽查人员不得在原来参加普

查的普查区进行质量抽查工作。质量抽查工作在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３０日以前完成。事后质量抽查结果只作为评价全国

人口普查登记质量的依据，不用于评价地方人口普查的工作

质量。 第五章 人口普查员的选调和培训 第二十八条 人口普

查的登记工作，由普查员承担，普查指导员负有对普查员的

工作进行指导、检查的责任。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应当

积极协助普查员做好登记工作。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由县

、市人民政府负责选调配备，可以从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干部、教师和大中专学生

以及离退休人员中选调，也可以临时从社会招聘。农村地区

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 原则上每个调查小区配备一名普查员

。每个普查区配备一名普查指导员。 第二十九条 普查员和普

查指导员应当由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能够胜任人口普查工作的人员担任

。 第三十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县、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积极主

动抽调条件好的人员担任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普查任务完

成以前，不得调动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做普查以外的工作。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保证被选调的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在

本单位的各种福利待遇不变。县、市人民政府在普查员、普

查指导员工作期间适当给予补贴。 第三十二条 普查员和普查

指导员的培训工作由县、市人民政府人口普查机构统一组织

进行。上述人员经过短期训练并测试合格后，由县、市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和人口普查机构联合发给证件。普查员和普查

指导员入户普查登记时，必须佩带证件，方可进行工作。 冒

充普查员、普查指导员进行社会调查或者进行诈骗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查处。 第六章 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和管理 第三十

三条 人口普查机构对普查的几项主要数字，先进行快速汇总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

汇总结果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报送国务院人口普

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于２００１

年１月３１日以前发布公报。 第三十四条 人口普查表经复查

后，由编码员在编码指导员的指导下，按照统一规定的标准

，集中在县级进行编码。 编码资料经全面复核、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录入。 编码工作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３０日以前完

成。 第三十五条 人口普查表短表、长表，以调查小区为单位

分别装入不同的包装袋。《死亡人口调查表》以普查区为单

位装入相应的包装袋。 普查资料在运送过程中，必须妥善包

装，专人护送，保证完整无损。运送单位和接收单位应当按

规定的程序办理交接手续。 第三十六条 人口普查资料由人口

普查机构负责进行电子计算机数据处理。汇总程序由国务院

人口普查办公室统一下发。 第三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将

全部汇总结果报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务院人口普查

办公室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完成全国人口普查汇

总工作，公布汇总资料。 第三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字，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提供的资料计算。 第三十九条 台湾、澎湖、金门

、马祖地区的人口数字，按台湾当局公布的资料计算。 第四



十条 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由国

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管理。 第四十一条 人口普查汇总数

据，不得用于对基层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得以人口普查数据

追究以往瞒报、漏报的责任。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

公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应当对普查汇总资料进行评估和分析研究，编制普查报

告书，分别向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

工作。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人口普查机构

予以批评教育，本人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情节严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给予处罚。 第

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少数边远、交通极为不便的地区，需采

用其他调查方法的，须报请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批准。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各项具体工作实施细则，由国务院

人口普查办公室制定。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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