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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①国立国会図書館　関西館所蔵の統計関係資料（現在の統計）

項番 タイトル 責任表示 出版者 言語

関西館の所蔵巻
※詳細はアジア言語

OPAC等でご確認くださ
い

請求記号

1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英 1981- Z41-AC65

2 中国统计摘要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英 1985- Z41-AC63

3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
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统计出版社[ほか] 中 1985- Z41-AC64

4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3－ Z41-AC272

5

中国マーケティングデータ総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経済研究センター,中
国人文科学発展公司
製作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究
所中国ビジネス情報セン
ター

日 2005 DC157-H112（2005）

6
中国データ・ファイル ジェトロ ジェトロ 日 西2003-2004年版以降

東1983年−
DC157-J111(2010)

7
中国情報ハンドブック 21世紀中国総研 蒼蒼社 日 西1988、1997-

東1988-
GE341-J188(2010)

8 民族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经济司

民族出版社 中 2004-
※改題前誌『中国民族统
计年鉴』1949/1994-2000
『中国民族工作年鉴』
2001-2003

Z41-AC183

9

北京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2-
※改題前誌『北京市社会
经济统计年鉴』1985-1989
『北京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1990-1991

Z41-AC27

10 上海统计年鉴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 1984- Z41-AC66

11 山西统计年鉴 山西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85,1990,1993- Z41-AC67

12
甘肃年鉴 甘肃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改題前誌『甘肃统计年

鉴』1991、1993
1994－

Z42-AC55

13 云南统计年鉴 云南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Z41-AC113
14 天津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2－ Z41-AC114

15
河北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5－

※改題前誌『河北经济统
计年鉴』1991-1994

Z41-AC122

16 四川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23
17 陕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Z41-AC124
18 安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2- Z41-AC125
19 江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0- Z41-AC126
20 福建統計年鑑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Z41-AC134
21 内蒙古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Z41-AC135
22 辽宁统计年鉴 辽宁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36
23 贵州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Z41-AC139
24 海南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Z41-AC142
25 山东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2- Z41-AC143

26 广西统计年鉴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
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2- Z41-AC144

27

青海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改題前誌『青海省社会
经济统计年鉴』1991-1992
『青海省统计年鉴』1993

Z41-AC145

28 吉林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3- Z41-AC149
29 湖南统计年鉴 湖南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3- Z41-AC154
30 宁夏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56
31 浙江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59
32 新疆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60
33 河南统计年鉴 河南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61
34 广东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63
35 湖北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64
36 江苏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65
37 黑龙江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67
38 西藏统计年鉴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79

39 重庆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224

40

深圳统计年鉴 深圳统计信息年鉴编
委会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2－
※改題前誌『深圳统计年
鉴』1991-1996
『深圳统计信息年鉴』
1997-2001

Z41-AC117

41 广州统计年鉴 广州市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Z41-AC166

42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7－ Z41-AC406

43

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群众出版社 中 2001－ Z41-AC327

44 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
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
部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 1986,2002－ DT231-C9-C4

45
中国経済・産業データハンドブッ
ク

アジア産業研究所
アジア産業研究所

日 西2001,2003-
東1995-

Z41-B318

46
中国経済データハンドブック 日中経済協会 日 西2004-

東1992-
Z41-6192

47
China Markets Yearbook All China Marketing

Research
英 西1999、2001、2003-

東2003
Z61-G703

48
Consumer China Euromonitor 中・英 西2004-

東2010
Z61-H830

全国

分類

総合統計

中国全体

人口統計

省レベルの統計年鑑

地方の主要都市の統
計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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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番 タイトル 責任表示 出版者 言語

関西館の所蔵巻
※詳細はアジア言語

OPAC等でご確認くださ
い

請求記号分類

49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
China foreign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
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英 2006-
※改題前誌『中国对外经
济统计年鉴』1996-2005

Z41-AC213

50
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 China
monthly economic indicator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
监测中心

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杂志
社

中・英 2001.1- Z3-AC115

51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quarterly statistical
bulletin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
计司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
司

中・英 2005.1- Z3-AC137

52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

料汇编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
气监测中心

中 2005/2006- Z41-AC357

53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中国计划出版社 中 2003- Z41-AC312

54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 2007- Z41-AC213

55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
学技术部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9

Z41-AC426

56
中国基本単位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9- Z41-AC245

57 中国工会统计年鉴 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策
研究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5/1996、1999- Z41-AC218

58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农业出版社 中 1987- Z41-AC128

59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中 1985,1986,1991- Z41-AC72

60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
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2、2000- Z41-AC199

61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5- Z41-AC345

62
中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中 2002- Z41-AC338

63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89- Z41-AC97

64
エネルギー・物流・商業（中国市
場データ集 ; 第3巻）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究
所

日 2006.10 DT613-J1

65 工業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
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89- Z41-AC76

66

IT・エレクトロニクス. 上巻（中国
市場データ集 ; 第1巻）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究
所

日 2006.10 DT653-J1

67

IT・エレクトロニクス. 下巻（中国
市場データ集 ; 第2巻）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究
所

日 2006.10 DT653-J2

68

食品・農林水産(中国市場データ
集 ; 第4巻)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究
所

日 2006.10 DT653-J3

69

化学・プラスチック・医療(中国市
場データ集 ; 第5巻)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究
所

日 2006.10 DT653-J4

70 建設業
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

投资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6- Z41-AC216

71 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
产业部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 2003- Z41-AC322

72

中国信息产业年鉴 《中国信息产业年
鉴》编辑委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 2005-
※改題前誌『中国电子工
业年鉴』1988
『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鉴』
1989-1992
『中国电子工业年鉴』
1993-2004

Z41-AC56

7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 2007 Z41-AC411

7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软
件篇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
监测协调局

電子工業出版社 中 2008 Z41-AC420

75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国家海洋局 海洋出版社 中 2001- Z41-AC309

76
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

司, 国家统计局城市
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 1999、2003- Z41-AC346

分野別統計

事業所

各種製造業

経済・産業全般

農林水産業

エネルギー

通信

旅行



平成22年度アジア情報研修　中国関連情報の調べ方
2.中国の統計について調べる

3/3

項番 タイトル 責任表示 出版者 言語

関西館の所蔵巻
※詳細はアジア言語

OPAC等でご確認くださ
い

請求記号分類

77
入境游客抽样调查资料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

司, 国家统计局城市
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 2007- Z41-AC425

78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署<海关统计>编辑部

中 1991、1995- Z41-AC212

79

中国対外貿易統計 ジェトロ ジェトロ 中 西2001,2003,2005
東2000-2005
改題前誌『日中貿易統計
月報』6(昭和43年12月) -
55(昭和47年1/12月)
『日中貿易統計季報』
56(昭和48年1/3月) -
71(昭和51年1/12月)
『日中貿易統計表』72(昭
和52年1/6月) - 87(昭和
59年1/12月),昭和61年
1/12月 - 1995年
『中国貿易統計』1996年版
- 1998年版

Z3-890

80 財政 中国財政年鑑 中国财政年鉴编辑委
员会

中国财政杂志社 中 1997- Z41-AC279

81 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 2004- Z41-AC297

82 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 2006 Z41-AC384

83
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6-

※改題前誌『中国证券统
计年报』1995

Z41-AC215

84 中国金融年鉴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中 2006- Z41-AC360

85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

技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6- Z41-AC354

86
中国ライフスタイル白書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

究所
日本能率協会総合研究
所

日 西2009-
東2007、2009-

EF11-J86（2009）

87
中国消費者の生活実態 サーチナ総合研究所 サーチナ 日 西2006-

東2004-
Z71-P608

88 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中・英 Z41-AC292

89

《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
鉴》系列
2007IMI城市受众移动生活形态
与新媒体接触研究报告
2008IMI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与广
告接触研究报告
2009-2010IMI城市居民消费行
为与媒体接触研究报告

中 雑誌扱い『IMI消费行为与
生活形态年鉴』
2002/2003-2005/2006
図書扱い2007-

EF15-C7(2009-2010)

90

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
経济調査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6-
※改題前誌『中国物价及
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
计年鉴』1996-1999
『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
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
2000 2005

Z41-AC214

91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
社

中 2007- Z41-AC389

92
中国における患者数の動向.
2007年版 第1巻

シード・プランニング 日 2007.10 EG225-J3

93 環境 中国环境统计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5- Z41-AC387

94 労働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
业统计司、劳动部综
合计划与工资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4-
※改題前誌『中国劳动工
资统计年鉴』1990-1993

Z41-AC93

95 教育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
司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 1987- Z41-AC104

96 文化（文物）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文化部计划财务司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 2001- Z42-AC72
97 科学技術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Z43-AC23

98 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出版署计划财务司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

中 2000- UE21-C41

国民生活

医療・公衆衛生

貿易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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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②国立国会図書館　関西館所蔵の統計関係資料（中国のセンサス）
項番 分類 タイトル 責任表示 出版者 言語 請求記号 概要

1
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人口普查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1 1982年に実施された第3次人口センサス
(人口普查)の全国レベルの調査資料。

2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人口普查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 第4次人口センサス(人口普查)の全国レ
ベルの調査資料。

3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人口普查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11 第5次人口センサス(人口普查)の全国レ
ベルの調査資料。

4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全国1%人口抽
样调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47 2005年に行われた人口センサスの標本
調査(人口抽样调查)の全国レベルの調
査資料。

5
人口センサス
（民族）

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
口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统计局人口和社
会科技统计司

民族出版社 中 DT231-C9-C44 人口センサスの標本調査(人口抽样调
查)の全国レベルの調査資料から、民族
関係のデータを抽出したもの。

6
内蒙古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
查资料

内蒙古自治区統計
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14 第5次人口センサス(人口普查)の省別の
調査資料。

7 青海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青海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15

8 北京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北京市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16

9 河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河南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 DT231-C9-C17

10 天津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天津市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18

11 山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山东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19

12 上海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上海市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0

13 黒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
料

黒龙江省人口普查
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1

14 吉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吉林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2

15 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广东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3

16 湖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机器汇
总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
北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4

17 四川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四川省人口普査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5

18 山西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山西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6

19 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江苏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7

20 江西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江西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8

21 甘肃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甘肃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29

22 广西壮族自治区2000年人口
普查资料

広西壮族自治区统
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0

23 宁夏回族自治区2000年人口
普查资料

宁夏第五次人口普
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1

24 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浙江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2

25 陕西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陕西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3

26 重庆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重庆市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4

27 海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海南省第五次人口
普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5

28 河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河北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6

29 贵州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贵州省第五次人口
普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7

30 安徽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安徽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8

31 西藏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
资料

西藏自治区人口普
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39

32 福建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福建省第五次人口
普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40

33 云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云南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中 DT231-C9-C41

34 辽宁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辽宁省人口普查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42

35 新疆维吾尓自治区2000年人
口普查资料

新疆维吾尓自治区
人口普查办公室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 DT231-C9-C43

36
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北京市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46 2005年に行われた人口センサスの標本
調査(人口抽样调查)の省別の調査資
料。

37 2005年黑龙江省1%人口抽样
调查资料

黑龙江省1%人口抽
样调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48

38
2005年辽宁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辽宁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49

39
2005年河北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河北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0

40 2005年山东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山东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1

41
2005年河南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河南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2

人口普査（中
国全体）

人口センサス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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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番 分類 タイトル 責任表示 出版者 言語 請求記号 概要

42
2005年陕西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陕西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3

43 2005年甘肃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甘肃省1%人口抽样
调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4

44
200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1%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

宁夏回族自治区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5

45 2005年青海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青海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6

46
2005年新疆维吾尓自治区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新疆维吾尓自治区
1%人口抽样调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7

47
200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上海市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8

48
2005年安徽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安徽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59

49 2005年江西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江西省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0

50
2005年浙江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浙江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1

51
200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重庆市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2

52
2005年四川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四川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3

53 2005年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贵州省1%人口抽样
调查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4

54
2005年福建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福建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5

55
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1%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6

56
2005年海南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海南省1%人口抽样
调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7

57 2005年江苏省1%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

江苏省人口抽样调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231-C9-C68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普查资料
: 1985年

国务院全国工业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643-C3 1985年に行われた工業センサスの結果
を収録。全10冊。第2冊は欠号。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工
业普查资料汇编

第三次全国工业普
查办公室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DT643-C4 1995年に行われた、工業センサスの結
果を収録。综合・行业卷、国有,三资,乡
镇卷、地区卷の3冊。
未

60
中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
汇编

国家统计局普查中
心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353-C1 2001年に行われた、基本単位センサス
の結果を収録。企業と各種団体の業種
別の数や従事する人数などを収録。

61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 China
economic census yearbook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中 Z41-AC318

62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
综合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第二次全国农
业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591-C15

63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
汇编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
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DT591-C17

産業・工業セ
ンサス

農業センサ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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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③国立国会図書館　関西館所蔵の統計関係資料（香港の統計）

項番 分類 タイトル 言語
関西館の所蔵巻
※詳細はアジア言語OPAC
でご確認ください。

請求記号

1 香港統計月刊 政府統計處 中 1993.1- Z3-AC135
2 香港統計年刊 政府統計處 中・英 1998- Z41-AC223
3 香港經濟貿易統計彙編 : 1947〜1983 華潤貿易咨詢有限公司 中 1984 DT733-C3

総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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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④国立国会図書館　関西館所蔵の統計関係資料（台湾の統計）

項番 分類 タイトル 責任表示 出版者 言語
関西館の所蔵巻

※詳細はアジア言語OPACでご
確認ください。

請求記号

1 中華民國統計月報 行政院主計処 中 1966-2007 Z3-AC81
2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行政院主計處 中 1986- Z41-AC62

3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public
of China

英 1988- Z61-B362

4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
Statistics, Excutive

英 1985- Z61-C11

5 アジア長期経済統計. 1　台湾 = Taiwan
尾高煌之助,斎藤修,
深尾京司監修

東洋経済新報社 日 2008.12 YU7-J947

6 地方の総合統計 高雄市統計年報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中 1988- Z41-AC61

7 経済・産業 台湾の経済data book. 2008 交流協会 日

西2006-
※改題前誌『台湾の経済データ』
東1997-

DT331-J3

8 企業・経営
中華民國公民營企業資金狀況調查結
果報告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中

2004-
※改題前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
公民營企業資金狀況調查結果
報告』1994-

Z41-AC219

9 農業・林業・水産業農業統計年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
室

中 1999- Z41-AC251

10 工業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経済部統計処編 経済部統計処 中・英 2005- Z41-AC294

11 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 交通部 中 1970- Z3-AC75

12 觀光統計 交通部観光局 中
2002.1-
※改題前誌『觀光資料』1977.12-

Z5-AC5

13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月
報

中

『中華民國台湾區進出口貨品貿
易統計』 1965.1-
『中華民國臺灣進出口貿易統
計』1967.7-
『中華民國進出口貨品統計月
報』1970.3-
『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月
報』1972.11-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進出口貿
易統計月報』1987.8-

Z3-AC73

14 農產貿易統計要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
室

中 1986- Z41-AC81

15 金融 中華民國臺灣金融統計月報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中・英

2005-
※改題前誌『中華民國臺灣金融
統計月報』1964-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金融統計月
報』1978-

Z3-AC67

16 医療・衛生 衛生統計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衛生署 中 1985- Z41-AC88
17 物価 臺灣省物價統計年報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 中 1991- Z41-AC84
18 長期統計 台湾(東アジア長期経済統計 ; 別巻 2) 日 DT331-G8

総合統計

運輸・通信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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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⑤国立国会図書館　関西館所蔵の統計関係資料（1949年以降の長期統計）
項番 タイトル 責任表示 出版者 言語 出版年 請求記号

1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5.12 DT191-C9-C11

2 中国民族统计 : 1949〜1990 国家民委经济司,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DT191-C9-C4

3 中国の統計 : データを読む 中嶋誠一著 日本貿易振興会 日 1994.9 DT191-C9-E4

4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
汇编 : 1949〜1989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0 DT191-C9-C7

5 中国（ 東アジア長期経済統計 ; 第12巻） 加藤弘之,陳光輝著 勁草書房 日 2002.1 DT331-G6

6 新中国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 中国国家統計局国民経済総合統計司
著 ; 日本統計協会訳

日本統計協会 日 2003.6 YU7-H994

7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统计四十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2 DT331-C5

8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 1952-
200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7.6 DT331-C11

9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 : 1950-2000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2.5 DT331-C10
10 中国長期経済統計 中嶋誠一編著  ジェトロ 日 2002.3 YU7-2181
11 中国経済統計：改革・開放以降 中嶋誠一編著  ジェトロ 日 2005.8 YU7-H3015
12 企業・経営 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 1978-2002年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组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 2003.8 DT363-C3

13 建国以来全国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
编 : 1953-199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中 2003.11 DT591-C13  

14 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0.12 DT591-C11
15 中国畜牧业统计 : 1949〜1989 农业部畜牧兽医司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 1990 DT591-C1
16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 1949-200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6.4 DT591-C14

17 中国棉花统计资料汇编 : 1949-2000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棉麻局, 中国

棉麻流通经济研究会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5.7 DT591-C12

18 工業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 :
1949-1999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0.11 DT643-C7

19
各種製造
業

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
《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编

辑委员会
冶金工业出版社 中 2003.1 DT653-C1

20 建設業 中国建筑业统计资料. 1986-1987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89 DT663-C1

21 中国建筑业统计资料. 1988-1989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1 DT663-C1

22 中国建筑业统计资料. 1990-1991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93 DT663-C1

23 電気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资料汇编 : 1997-
2001

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

司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 2003.7 DT673-C1

24 貿易 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 : 1864-
1928

楊端六, 候厚培[ほか] [出版者不明] 中 DT733-C5

25 中国财政统计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 科学出版社 中 1992 DT773-C1
26 新中国50年财政统计 楼继伟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 2000.4 DT773-C3
27 山西50年财政统计 原崇信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 2002.12 DT773-C5

28 中国资金流量核算历史资料 : 1998-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核算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2005.7

DT783-C2

29 中国股票市场统计分析 赵小平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中 1998.12 DT783-C3
30 中国金融统计 : 1949-2005 苏宁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 2007.6 DT783-C4
31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 1949〜1985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87 EL21-C4

32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 1978〜1987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 1989 EL21-C4

総合統計

経済一般

農林水産
業

財政

金融

労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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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⑥省庁別統計へのリンク

部門名 日本漢字表記 統計の名称 URL
備考（※は統計局の
リンクと異なるもの）

农业部 農業部 农业统计数据（农产品进出口、国外农产
品价格等）

http://www.moa.gov.cn/zwllm/sjzl/

粮食局 糧食部 粮油统计数据（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分品种
收购、销售情况等）

http://www.chinagrain.gov.cn/n16/n1062/n145
2/n1497/index.html

林业局 林業部
林业统计数据（林业产业总产值、全国营
林生产主要指标等）

http://www.forestry.gov.cn/CommonAction.do?
dispatch=index&colid=397

※国家林业局 > 信
息发布 > 信息公开
> 统计信息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住房和城郷建設
部

（建设行业统计公报、城市(县城)和村镇
建设统计、住宅房地产业统计、建...

http://www.mohurd.gov.cn/hytj/

水利部 水利部 水利统计数据（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统计信息等）

http://ghjh.mwr.gov.cn/tjgz/tjgb/ ※全国水利发展统
计公报

交通运输部 交通運輸部
交通统计数据（规模以上港口货物、旅客
吞吐量，公路、水路货物、旅客运输量
等

http://www.moc.gov.cn/zhuzhan/tongjixinxi/

铁道部 鉄道部 铁路统计数据（铁路全行业主要指标完成
情况）

http://www.china-
mor.gov.cn/zwgk/zwgk_tjxx.html

民航总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航空统计数据（主要运输生产指标统计） http://www.caac.gov.cn/I1/K3/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通信行业统计月报、软件和电子信息产
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等）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
/n11294132/n11302706/index.html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銀行 金融统计数据
http://www.pbc.gov.cn/publish/diaochatongjisi/
133/index.html

※首页＞调查统计
司统计数据

银监会
中国銀行業監督
管理委員会

银行业统计数据（总资产、总负债，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情况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

http://www.cbrc.gov.cn/chinese/info/twohome
/index.jsp?itemCode=9

税务总局 税務総局 税收收入统计数据
http://www.chinatax.gov.cn/n480462/n480498/
n480887/index.html

财政部 財政部 （财政收支、彩票销售、国债管理、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等）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s
huju/

※首页>政务信息>
财政数据

证监会
証券監督管理委
員会

证券统计数据（主要指标及变动情况、证
券市场发行家数统计表）

http://www.csrc.gov.cn/n575458/n4239016/n7
828263/index.html

保监会
保険監督管理委
員会

保险业统计数据（保险业经营情况、财产
险公司保费收入情况、全国各地区保费收
入情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61/

海关总署 海関総署 海关统计数据（统计快讯、主要统计数
据）

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
400

民政部 民政部
民政统计数据（全国及各省民政事业统计
数据、全国县以上农村及城市低保数据
等）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jsj/

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

労働和社会保障
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http://www.molss.gov.cn/gb/zwxx/node_5435.h
tm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统计数据（综合，高、中、初等教
育，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幼儿教育等）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
mlfiles/moe/s4628/list.html

新闻出版总署 新聞出版総署
出版统计数据（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
况）

http://www.gapp.gov.cn/cms/cms/website/zhr
mghgxwcbzsww/layout2/tjxx2.jsp?channelId=46
4&siteId=21

版权局 版権局 版权统计数据（全国版权行政管理、贸
易、查处案件、收缴盗版品等情况）

http://www.ncac.gov.cn/cms/html/205/1883/L
ist-1.html ※首页＞版权统计

知识产权局 知識産権局 专利统计数据（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受理
状况）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tjxx/

科技部 科学技術部 科技统计数据（科技、高技术产业统计数
据）

http://www.most.gov.cn/kjtj/

环境保护部 環境保護部 环境统计数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录、
各地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等）

http://www.sepa.gov.cn/plan/hjtj/

质检总局
質量監督検験検
疫総局 质检统计数据（全国货物检验检疫概况） http://www.aqsiq.gov.cn/zwgk/tjsj/

安监总局、煤
矿安监局

国家安全生産監
督管理総局、国
家煤鉱安全監察
局

安全生产数据（安全生产简要情况、安全
生产控制考核指标进展情况等...

http://www.chinasafety.gov.cn/anquanfenxi/an
quanfenxi.htm

旅游局 旅遊局
旅游统计数据（国内旅游基本情况、主要
城市接待情况、入境旅游、地方国际旅游
（外

http://www.cnta.gov.cn/html/gny/index.html

商务部
商務部（外資統
計データ）

外资统计数据（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
况）

http://www.mofcom.gov.cn/static/v/tongjiziliao
/v.html/1

商务部
商務部（農産物
輸出入統計デー
タ）

农产品进出口统计数据（中国农产品进出
口月度统计报告）

http://wms.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nc
p/subjectbb/200603/20060301783733.html

商务部
商務部（紡績品
輸出情報）

纺织品出口信息（国外动态、统计数据
等）

http://wms.mofcom.gov.cn/static/column/ztxx
/ac/an.html/1

商务部
商務部（ハイテク
製品輸出入総額
統計）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统计、主要进出
口国别地区统计

http://kjs.mofcom.gov.cn/bn/bn.html

商务部
商務部（対外経
済協力統計）

对外经济合作统计（对外承包工程、劳务
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统计、非金融类对外
直接

http://hzs.mofcom.gov.cn/date/date.html

国土资源部 国土資源部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国地质环境公报等 http://www.mlr.gov.cn/zwgk/tjxx/

http://www.moa.gov.cn/zwllm/sjzl/�
http://www.chinagrain.gov.cn/n16/n1062/n1452/n1497/index.html�
http://www.chinagrain.gov.cn/n16/n1062/n1452/n1497/index.html�
http://www.forestry.gov.cn/CommonAction.do?dispatch=index&colid=397�
http://www.forestry.gov.cn/CommonAction.do?dispatch=index&colid=397�
http://www.mohurd.gov.cn/hytj/�
http://ghjh.mwr.gov.cn/tjgz/tjgb/�
http://www.moc.gov.cn/zhuzhan/tongjixinxi/�
http://www.china-mor.gov.cn/zwgk/zwgk_tjxx.html�
http://www.china-mor.gov.cn/zwgk/zwgk_tjxx.html�
http://www.caac.gov.cn/I1/K3/�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1302706/index.html�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1302706/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publish/diaochatongjisi/133/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publish/diaochatongjisi/133/index.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info/twohome/index.jsp?itemCode=9�
http://www.cbrc.gov.cn/chinese/info/twohome/index.jsp?itemCode=9�
http://www.chinatax.gov.cn/n480462/n480498/n480887/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480462/n480498/n480887/index.html�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shuju/�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shuju/�
http://www.csrc.gov.cn/n575458/n4239016/n7828263/index.html�
http://www.csrc.gov.cn/n575458/n4239016/n7828263/index.html�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61/�
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400�
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400�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jsj/�
http://www.molss.gov.cn/gb/zwxx/node_5435.htm�
http://www.molss.gov.cn/gb/zwxx/node_5435.htm�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4628/list.htm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4628/list.html�
http://www.gapp.gov.cn/cms/cms/website/zhrmghgxwcbzsww/layout2/tjxx2.jsp?channelId=464&siteId=21�
http://www.gapp.gov.cn/cms/cms/website/zhrmghgxwcbzsww/layout2/tjxx2.jsp?channelId=464&siteId=21�
http://www.gapp.gov.cn/cms/cms/website/zhrmghgxwcbzsww/layout2/tjxx2.jsp?channelId=464&siteId=21�
http://www.ncac.gov.cn/cms/html/205/1883/List-1.html�
http://www.ncac.gov.cn/cms/html/205/1883/List-1.html�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tjxx/�
http://www.most.gov.cn/kjtj/�
http://www.sepa.gov.cn/plan/hjtj/�
http://www.aqsiq.gov.cn/zwgk/tjsj/�
http://www.chinasafety.gov.cn/anquanfenxi/anquanfenxi.htm�
http://www.chinasafety.gov.cn/anquanfenxi/anquanfenxi.htm�
http://www.cnta.gov.cn/html/gny/index.html�
http://www.mofcom.gov.cn/static/v/tongjiziliao/v.html/1�
http://www.mofcom.gov.cn/static/v/tongjiziliao/v.html/1�
http://wms.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ncp/subjectbb/200603/20060301783733.html�
http://wms.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ncp/subjectbb/200603/20060301783733.html�
http://wms.mofcom.gov.cn/static/column/ztxx/ac/an.html/1�
http://wms.mofcom.gov.cn/static/column/ztxx/ac/an.html/1�
http://kjs.mofcom.gov.cn/bn/bn.html�
http://hzs.mofcom.gov.cn/date/date.html�
http://www.mlr.gov.cn/zwgk/tjxx/�

	1_現在の統計
	2_センサス
	3_香港
	4_台湾
	5_長期統計
	6_省庁の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