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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分为4个部分
1)
：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人口； 

——第3部分：法人； 

——第4部分：房屋。 

本部分为SZDB/Z 159-2015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深圳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市永兴元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卢新根、李苏、张英晖、肖冰、潘晓军、吴伟武、贾西贝、张敬平、王玲娟、

吴美、何茜、张军、陈秋宝、刘琴、王丽娟、吕勇、肖永舒、曾碧静、冷新波、倪易洲。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1)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包括人口、法人、房屋三个部分的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是根据深圳市“织网工

程”的要求制定，将来可根据需要扩展至地理空间库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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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当前，与社会管理、民生服务密切相关的公安、社保、卫生、教育和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为实现信

息化管理，都已经建立业务管理信息系统，但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格式、信息类型各异，为了实

现信息共享、信息交换，在GB/T 19488规定的框架下，充分考虑深圳市各政府职能部门的业务管理信息

系统现状，结合业务需要以及信息化发展趋势，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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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电子政务信息采集、共享中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的分类及格式、管理原则、组

成要素、管理流程、管理工具等。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电子政务管理系统建设的系统集成商、软件开发商和监理单位进行管理系统的

开发与整合，以及所有延伸到社区服务与管理业务中的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对于本文件未涵盖的内容

应按照本文件规定的编码规则进行扩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312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注：数据可以由人工或自动的方式加工、处理。 

[GB/T 5271.1-2000，定义01.01.02]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通过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等一系列属性描述的一个数据单元。 

[GB/T 19488.1-2004，定义3.2] 

3.3  

电子政务数据元 electronic government data element 

政务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数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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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488.1-2004，定义3.3] 

3.4  

对象类 object class 

可以对其界限和含义进行明确的标识，且特性和行为遵循相同规则的观念、抽象概念或现实世界中

事物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22] 

3.5  

特性 property 

一个对象类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特征。 

[GB/T 18391.1-2009，定义3.3.29] 

3.6  

表示 representation 

值域、数据类型的组合，必要时也包括计量单位或字符集。 

[GB/T 19488.1-2004，定义3.8] 

3.7  

语境 context 

一个名称所用于的或所源自的应用环境或规程的描述。 

[GB/T 19488.1-2004，定义3.13] 

3.8  

值域 value domain 

允许值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40] 

3.9  

数据类型 date type 

用于表示数据元的符号、字符或其他表示的类型。 

3.10  

数据格式 date format 

从业务的角度规定的数据元值的格式需求，包括所允许的最大和/或最小字符长度，数据元值的表

示格式等。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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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ralationship 

当前数据元与其他相关的数据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描述。表1给出了数据元的几种基本关系的表示

格式。 

表1 数据元基本关系的表示格式 

关系中文名称 关系表示词 关系描述 

派生关系 derive-from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继承关系，一个较为专用的数据元是由一个较为通用的数据

元加上某些限定词派生而来，例如“derive-from B”（B 是数据元的标识符，下

同），表明当前数据元由数据元 B 派生而来。 

组成关系 compose-of 
描述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个数据元是另外若干个数据元组成，例如：

“compose-of B、C、D”，表示当前数据元是由数据元 B、C、D 共同组成。 

替代关系 replace-of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替代关系，例如：“replace-of B”表明当前数据元替代了

数据元 B。 

连用关系 link-with 
描述了一个数据元与另外若干数据元一起使用的情况，例如：“link-with B、C、

D”，表明当前数据元需要和数据元 B、C、D 一起使用。 

3.12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 public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描述公共基础信息的定义、关系和表示等的数据单元。它是公共基础信息不可再分的最

小数据单元。 

3.13  

原始数据元 original data element 

在一定活动中产生、符合数据产生部门规范的数据元。 

3.14  

标准数据元 standard data element 

根据一定规则对各部门产生的原始数据元进行加工处理，所得到的完整、统一、通用的数据元。 

4 内部标识符的编码规则 

数据元内部标识符采用6位数字表示（见图1），由两部分组成： 

——第 1部分为数据元所属类别代码，采用 2位数字表示，具体见表 2。 

——第 2部分为流水号，采用 4位数字表示。 

第二层，流水号，采用4位数字表示。

第一层，数据元所属类别代码，采用2位数字表示。
 

图1 数据元内部标识符编码格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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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内部标识符分类码 

序号 分类码 备注 

1 11 人口基础信息 

2 12 人口扩展信息 

3 21 法人基础信息 

4 22 法人扩展信息 

5 31 房屋基础信息 

6 32 房屋扩展信息 

5 数据元的数据类型和数据格式 

5.1 数据类型 

表3包括了数据类型可能的取值，但不限于表3中所列。 

表3 数据类型可能的取值列表 

数据类型 说明 

字符型（string） 通过字符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 

数字型(number) 通过从“0”到“9”数字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 

日期型(date) 通过 YYYYMMDD 的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符合 GB/T 7408 

日期时间型(datetime) 通过 YYYYMMDDhhmmss 的形式表达的值的类型，符合 GB/T 7408 

布尔型(boolean) 两个且只有两个表明条件的值，如 On/Off、True/False。 

二进型(binary) 上述无法表示的其他数据类型，比如图像、音频等 

5.2 数据格式 

本标准中数据格式中使用的字符含义如下： 

a=字母字符 

n=数字字符 

an=字母数字字符 

m(m为自然数)=定长m个字符（字符集默认为GB 2312） 

..ul=长度不确定的文本 

..p,q(p,q均为自然数) =最长p个数字字符，小数点后q位 

..=从最小长度到最大长度，前面附加最小长度，后面附加最大长度 

YYYYMMDDhhmmss=“YYYY”表示年份，“MM”表示月份，“DD”表示日期，“hh”表示小时，“mm”

表示分钟，“ss”表示秒，可以视实际情况组合使用。 

示例1：an5(aannn) 表示定长 5 个字母数字字符，前 2 个为字母字符，后三个为数字字符； 

示例2：n..17，2   表示最长 17 个数字字符，小数点后两位。 

示例3：an3..8     表示最大长度为 8，最小长度为 3 的不定长的字母数字字符。 

6 数据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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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元在业务中的使用情况，将数据元分为以下两类： 

——基本数据元：不涉及业务的通用数据元； 

——扩展数据元：和三大实体相关的且不包含在基础数据元中的数据元。 

7 数据元的属性 

描述数据元的属性包括：中文名称、内部标识符、中文全拼、英文名称、定义、语境、对象类词、

特性词、表示词、数据类型、数据格式、计量单位、值域、关系、备注、版本等。 

8 数据元管理的指导原则 

数据元的管理应遵循下列指导原则： 

a) 由专业的数据管理部门来负责； 

b) 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和执行数据元管理规程； 

c) 数据元应集中控制管理，分别实施； 

d) 每一项数据元都要进行动态的更新和维护； 

e) 对所有的数据元（包括已废止的和履行了正式申请手续但未批准的）应做到可查询、可追溯。 

9 数据元管理的要素 

9.1 数据元 

目标：创建数据元及相关实体。 

以数据建模法描述数据元及其属性，提供公共词汇，用于信息交换和共享，同时支持政府各部门之

间的综合业务，减少数据重复和数据冗余，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数据处理和存储的费用，并改善数据的

完整性。 

9.2 数据元值域 

目标：创建数据元的值域表。 

可确定值域的数据元，宜为该数据元取值提供统一的列表。值域表也可是一个标准文件。 

9.3 数据元质量 

目标：保证数据元的质量，为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有效、准确的支持。 

具有质量和安全保证的数据元将用于信息系统的分析和开发，使信息的交换和处理更加快捷、更加

准确。 

9.4 数据元管理规程 

目标：使用并且不断地完善管理规程，以更好的维护数据元。 

数据元管理规程用于规范数据元管理流程，明确管理的角色和职责。 

10 数据元管理的相关角色和职责 

10.1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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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管理包括以下相关角色： 

a) 数据元管理机构，包括以下角色： 

1) 注册员 

2) 技术评审组 

3) 审批人 

b) 数据元提交机构 

10.2 职责 

10.2.1 数据元管理机构 

10.2.1.1 数据元管理机构具有下列职责： 

a) 数据元管理规程的制定和解释； 

b) 注册员、技术评审组、审批人等相关角色的授权； 

c) 数据元管理规程实施的监督检查。 

10.2.1.2 注册员具有下列职责： 

d) 对提交数据元的汇总整理形成提案； 

e) 对已提交的数据元的形式审查，包括格式、查重、冲突和查新等审查工作； 

f) 协助技术评审组召开技术评审会； 

g) 按流程对数据元状态进行维护； 

h) 公布数据元新增、变更和废止等信息； 

i) 管理历史（未批准的和已废止的）数据元数据。 

10.2.1.3 技术评审组具有下列职责： 

a) 数据元新增、变更和废止等技术审查； 

b) 负责相关协调工作； 

c) 对标准数据元进行定期复审。 

10.2.1.4 审批人具有下列职责： 

a) 对通过技术终审的数据元进行审批； 

b) 返回审批结果。 

10.2.2 数据元提交机构 

数据元提交机构具有下列职责： 

a) 按数据元编写规则提出新的数据元建议，提出变更或废止现有标准数据元的请求； 

b) 使用数据元，以满足系统设计时的需求； 

c) 针对信息系统中的功能需求和数据需求，评估数据元的效用。 

11 数据元管理活动 

11.1 数据元生命周期 

数据元生命周期包括以下状态： 

a) 原始：已经创建数据元并提交，提交新的数据需求和对现行数据元的修改建议都从本状态开始； 

b) 草案：经过数据元注册机构形式审查后形成提案，等待技术审查； 

c) 征求意见：经过技术初审后，正在征求意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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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报批：经过技术终审后，等待审批； 

e) 批准：新增或变更的数据元，经过标准化过程的协调和审查，已得到数据元管理机构批准； 

f) 未批准：在新增或变更数据元的流程中，在任何一个阶段未能通过审查或批准； 

g) 废止：不再需要其支持信息需求，经数据元管理机构批准而废止。 

数据元生命周期状态转换如图 2 所示。 

 

 

 

 

 

图2 数据元生命周期状态转换图 

11.2 数据元管理流程 

11.2.1 新增数据元 

新增数据元管理要求如下： 

a) 目的：建立数据元； 

b) 输入: 

——原始数据元； 

——原始数据元值域表。 

c) 输出： 

    ——标准数据元； 

    ——标准数据元值域表。 

d) 活动： 

——提出原始数据元； 

——按照规程提交和审批数据元； 

——数据元信息发布，并给予维护； 

——将未批准的数据元提案稿保存为历史记录。 

新增过程如图3所示。 

原始 草案 征求意见 报批 批准 废止 

未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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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员 技术评审组 审批人

主要阶段

提交

审查

审批

发布

编写数据元

整理汇总

形式审查

是否通过
形式审查

是

技术初审

1、提交数据元

数据元（征求意见）

9、提交审批

历史记录

数据元提交机构

否

否

整理征求意见
结果

征求意见

是否通过
技术初审

是

整理
审查结果

是否通过
技术终审

是

否

公布
标准数据元

是否
批准发布

是

否

3、转交数据元

6、 转交数据元
数据元（草案） ）技术终审

审批

10、 返回审批结果

原始数据元

数据元（报批）

2、通知未通过形式审查

4、返回技术初审结果

5、通知未通过技术初审

7、返回技术终审结果

8、通知未通过技术终审

11、通知未通过审批

数据元管理机构

 

图3 新增数据元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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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变更标准数据元 

变更标准数据元管理要求如下： 

a) 目的：变更现有数据元，废止前一版本的数据元。 

b) 输入： 

——数据元； 

——数据元值域表； 

  ——数据元变更建议。 

c) 输出： 

——变更后的数据元； 

——变更后的数据元值域表。 

d) 活动： 

——提出变更建议； 

——按照规程提交和审批变更后的数据元； 

——更新标准数据元信息，并废止被替代的原标准数据元； 

——将变更前的数据元保存为历史记录。 

变更过程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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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员 技术评审组 审批人

主要阶段

提交

审查

审批

发布

提出变更信息

整理汇总

形式审查

是否通过
形式审查

是

技术初审

1、提交变更建议

数据元及变更信息

9、提交审批

历史记录

数据元提交机构

否

否

整理审查
结果

是否通过
技术初审

是

整理
审查结果

是否通过
技术终审

是

否

公布
变更信息

是否
批准发布

是

否

3、转交数据元

6、 转交数据元
数据元及变更信息 ）技术终审

审批

10、 返回审批结果

数据元及变更信息

数据元

2、通知未通过形式审查

4、返回技术初审结果

5、通知未通过技术初审

7、返回技术终审结果

8、通知未通过技术终审

11、通知未通过审批

数据元管理机构

 

图4 变更标准数据元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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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废止数据元 

废止数据元管理要求如下： 

a) 目的：废止数据元。 

b) 输入： 

    ——数据元； 

    ——数据元值域表； 

    ——数据元废止申请。 

c) 输出：相应数据元废止声明。 

d) 活动： 

    ——提出废止数据元请求； 

    ——按照规程审批待废止的数据元； 

    ——改变数据元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元状态为废止； 

    ——将废止的数据元保存为历史记录。 

废止过程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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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员 技术评审组
.

审批人
主要阶段

提交

审查

审批

发布

填写废止申请表

整理汇总

技术审查

1、提交废止申请表

5、提交审批

历史记录

数据元提交机构

否

整理审查结果

是否通过
技术审查

是

NO 发布数据元
废止信息

是否
批准发布

是

否

2、 转交数据元

3、 返回技术审查结果

数据元废止申请表

审批

6、 返回审批结果

数据元

数据元废止申请表

数据元

数据元废止申请表
数据元

4、通知未通过技术审查

7、通知未通过审批

数据元管理机构

 

图5 废止标准数据元流程图 

11.3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管理要求如下： 

a) 目的：永久记载数据元申请（含未被批准）、批准及废止使用的资料。 

b)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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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批准的数据元及值域表； 

    ——已批准的数据元程序日志； 

    ——已批准废止的数据元； 

    ——已批准废止的数据元值域表； 

    ——批准废止的数据元程序日志； 

    ——曾受理但经审核未被批准的数据元提案； 

    ——曾受理但经审核未被批准的数据元提案的值域表； 

    ——曾受理但经审核未被批准的数据元提案程序日志。 

c) 输出：相应数据元批准、废止和未被批准的资料。 

d) 活动： 

    ——提出输入批准、废止数据元的请求或曾受理但经审核未被批准的数据元提案的请求； 

    ——按照规程添加已批准、已批准废止的数据元或曾受理但经审核未被批准的数据元提案； 

    ——在数据元管理系统中公开提供已批准的数据元、已废止的原数据元及曾受理但经审核未被

批准的数据元提案的相关资料。 

12 数据元管理工具 

数据元管理工具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描述：使用数据元管理工具进行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的注册、管理和查询、各类用户的权限控                                     

制； 

b) 目的：保证电子政务范围内的数据元有效的管理； 

c) 输入： 

 ——数据元； 

 ——数据元值域表。 

d) 输出： 

——数据元； 

——数据元值域表。 

e) 活动： 

——按流程对数据元信息进行处理和状态变更； 

——对数据元进行查询和统计。 

13 标准各部分相互关系 

13.1 各部分综述 

13.1.1 第 1部分：总则 

该部分规定了深圳市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的管理原则、组成要素、管理

流程、管理工具、分类及格式等。 

13.1.2 第 2部分：人口 

该部分规定了深圳市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人口基础信息、人口概况、户籍、教育、计生、

民政、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住房、家庭成员间关系等数据元的定义与规则等，包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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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中文名称、内部标识符、中文全拼、英文名称、定义、语境、对象类词、特性词、表示词、数据类

型、数据格式、计量单位、值域、关系、备注、版本等。 

13.1.3 第 3部分：法人 

该部分规定了深圳市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法人基础信息、法人概况、法定代表人、出资、

注册成本、开办资金、市场管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分支机构、年检、税务信息等数据元的定义与规则

等，包括数据元的中文名称、内部标识符、中文全拼、英文名称、定义、语境、对象类词、特性词、表

示词、数据类型、数据格式、计量单位、值域、关系、备注、版本等。 

13.1.4 第 4部分：房屋 

该部分规定了深圳市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房屋基础信息、房屋扩展信息等数据元的定义与

规则等，包括数据元的中文名称、内部标识符、中文全拼、英文名称、定义、语境、对象类词、特性词、

表示词、数据类型、数据格式、计量单位、值域、关系、备注、版本等。 

13.2 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 

13.2.1 如果需要定义或使用人口信息数据元，可遵循《第 2部分：人口》的相关规定。 

13.2.2 如果需要定义或使用法人信息数据元，可遵循《第 3部分：法人》的相关规定。 

13.2.3 如果需要定义或使用房屋信息数据元，可遵循《第 4部分：房屋》的相关规定。 

13.2.4 如果《第2部分：人口》中需要用到法人、房屋信息相关的数据元，可遵循《第3部分：法人》、

《第 4部分：房屋》的相关规定。 

13.2.5 如果《第3部分：法人》中需要用到人口、房屋信息相关的数据元，可遵循《第2部分：人口》、

《第 4部分：房屋》的相关规定。 

13.2.6 如果《第4部分：房屋》中需要用到人口、法人信息相关的数据元，可遵循《第2部分：人口》、

《第 3部分：法人》的相关规定。 

13.2.7 标准各部分依赖关系模型见图 6。 

 

 第4部分 房屋 

第3部分 法人 

第2部分 人口 

第1部分 总则 

图6 各部分依赖关系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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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人口； 

——第3部分：法人； 

——第4部分：房屋。 

本部分为SZDB/Z 159-2015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深圳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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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美、何茜、张军、陈秋宝、刘琴、王丽娟、吕勇、肖永舒、曾碧静、冷新波、倪易洲。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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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2 部分：人口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口相关的数据元。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政务信息化建设、应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1.1-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 2261.2-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2部分：婚姻状况代码 

GB/T 2261.3-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3部分：健康状况代码 

GB/T 2261.4-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4部分：从业状况（个人身份）代码 

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 3304-1991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 

GB/T 4658-2006  学历代码 

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62-1984  政治面貌代码 

GB/T 6565-2015  职业分类与代码 

GB/T 68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代码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8561-2001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GB 11714-1997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12402-2000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T 12407-2008  职务级别代码 

GB/T 14946.1-2009  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与数据结构 第1部分：全国干部、人

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与代码 

GB/T 16835  高等学校本科、专科专业名称代码 

GB/T 17986.1-2000  房产测量规范 第1单元：房产测量规定 

GB/T 17986.2-2000  房产测量规范 第2单元：房产图图式 

GB/T 19488.2-2008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2部分：公共数据元目录 

GB/T 23705-2009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GA/T 543.1-2011  公安数据元（1） 

LD/T 107-1998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用代码 

SZDB/Z 3.2-2006  社区服务与综合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代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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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注：数据可以由人工或自动的方式加工、处理。 

[GB/T 5271.1-2000，定义01.01.02]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描述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 

[GB/T 19488.1-2004，定义3.2] 

3.3  

电子政务数据元 electronic government data element 

政务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数据元。 

[GB/T 19488.1-2004，定义3.3] 

3.4  

对象类 object class 

可以对其界限和含义进行明确的标识，且特性和行为遵循相同规则的观念、抽象概念或现实世界中

事物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22] 

3.5  

特性 property 

一个对象类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特征。 

[GB/T 18391.1-2009，定义3.3.29] 

3.6  

表示 representation 

值域、数据类型的组合，必要时也包括计量单位或字符集。 

[GB/T 19488.1-2004，定义3.8] 

3.7  

语境 context 

一个名称所用于的或所源自的应用环境或规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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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488.1-2004，定义3.13] 

3.8  

值域 value domain 

允许值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40] 

3.9  

数据类型 date type 

用于表示数据元的符号、字符或其他表示的类型。 

3.10  

数据格式 date format 

从业务的角度规定的数据元值的格式需求，包括所允许的最大和/或最小字符长度，数据元值的表

示格式等。 

3.11  

关系 ralationship 

当前数据元与其他相关的数据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描述。表1给出了数据元的几种基本关系的表示

格式。 

表1 数据元基本关系的表示格式 

关系中文名称 关系表示词 关系描述 

派生关系 derive-from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继承关系，一个较为专用的数据元是由一个较为通用的数据

元加上某些限定词派生而来，例如“derive-from B”（B 是数据元的标识符，下

同），表明当前数据元由数据元 B 派生而来。 

组成关系 compose-of 
描述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个数据元是另外若干个数据元组成，例如：

“compose-of B、C、D”，表示当前数据元是由数据元 B、C、D 共同组成。 

替代关系 replace-of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替代关系，例如：“replace-of B”表明当前数据元替代了

数据元 B。 

连用关系 link-with 
描述了一个数据元与另外若干数据元一起使用的情况，例如：“link-with B、C、

D”，表明当前数据元需要和数据元 B、C、D 一起使用。 

 

4 人口数据元对象类关系 

根据人口数据元的特征，把人口数据元划分为11个对象类：人口基础信息、人口概况、户籍、教育、

计生、民政、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住房、家庭成员间关系。人口数据元对象类关系模型

见附录B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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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元目录 

5.1 基础信息 

5.1.1 公民身份号码 

中文名称： 公民身份号码 

内部标识符： 110001 

中文全拼： gong-min-shen-fen-hao-ma 

英文名称： number of citizen identification 

定义： 赋码机关为每个公民给出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标识号码。若外国

人没有公民身份号码，则由基础数据库管理系统赋予伪码进行管理。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5“公民身份号码”。  

版本： V1.0 

5.1.2 姓名 

中文名称： 姓名 

内部标识符： 110002 

中文全拼： xing-ming 

英文名称： name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汉字表示的姓名中间

不应存在空格。  

版本： V1.0 

5.1.3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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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性别 

内部标识符： 110003 

中文全拼： xing-bie 

英文名称： gender 

定义： 人的男女两性的区别。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性别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261.1 的性别, 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1。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1.4 民族 

中文名称： 民族 

内部标识符： 110004 

中文全拼： min-zu 

英文名称： nationality 

定义： 个人所属的、经国家认可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民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民族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3304-1991中的民族名称，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2。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12“民族”。  

版本： V1.0 

5.1.5 出生日期 

中文名称： 出生日期 

内部标识符： 110005 

中文全拼： chu-sheng-ri-qi 

英文名称： date of birth 

定义： 出生证签署的，并在户籍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记载的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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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词： 出生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8“出生日期”。符合 GB/T 7408 中

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展格式。  

版本： V1.0 

5.1.6 出生地 

中文名称： 出生地 

内部标识符： 110006 

中文全拼： chu-sheng-di 

英文名称： place of birth 

定义： 公民出生所在地区。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出生地 

表示词： 汉字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1.7 身份证件签发单位 

中文名称： 身份证件签发单位 

内部标识符： 110007 

中文全拼： shen-fen-zheng-jian-qian-fa-dan-wei 

英文名称： place of issue 

定义： 审核身份证件资料同意后签字发出，表示负责的主管机构 。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签发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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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1.8 照片 

中文名称： 照片 

内部标识符： 110008 

中文全拼： zhao-pian 

英文名称： photo 

定义： 人员的照片。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照片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二进制 

数据格式：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6“照片”。照片格式参照《第二

代居民身份证照片标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相片标准》、《广

东省居住证数字相片技术标准》、《深圳市社保电子照片要求》等要求。  

版本： V1.0 

5.2 扩展信息 

5.2.1 人口概况 

5.2.1.1 国籍 

中文名称： 国籍 

内部标识符： 120001 

中文全拼： guo-ji 

英文名称： nationality 

定义： 公民所属的、并经认定具有特别地理和政治意义的国家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国籍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659中的国家的中文简称,见本标准附录 A的 A.3。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22“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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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2.1.2 英文名 

中文名称： 英文名 

内部标识符： 120002 

中文全拼： ying-wen-ming 

英文名称： name in English 

定义： 英国和美国以及大多数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地语言所表示的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英文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4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3 曾用名 

中文名称： 曾用名 

内部标识符： 120003 

中文全拼： ceng-yong-ming 

英文名称： ever used name 

定义： 公民过去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并正式使

用过的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曾用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1001“姓名”。 

版本： V1.0 

5.2.1.4 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身份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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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shen-fen-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name of ID certificate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中的名称。 

关系： 与数据元“身份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1.5 身份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身份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005 

中文全拼： shen-f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number of ID certificate 

定义： 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身份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1.6 证件起始有效日期 

中文名称： 证件起始有效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06 

中文全拼： zheng-jian-qi-shi-you-xiao-ri-qi 

英文名称： begin date of ID certificate's valid date 

定义： 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起始有效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有效日期 

表示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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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1.7 证件截止有效日期 

中文名称： 证件截止有效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07 

中文全拼： zheng-jian-jie-zhi-you-xiao-ri-qi 

英文名称： end date of ID certificate's valid date 

定义： 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截止有效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有效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1.8 政治面貌 

中文名称： 政治面貌 

内部标识符： 120008 

中文全拼： zheng-zhi-mian-mao 

英文名称： political affiliation 

定义： 个人政治身份的说明。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政治面貌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4762-1984 中政治面貌的简称，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5。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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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39“政治面貌”。  

版本： V1.0 

5.2.1.9 年龄 

中文名称： 年龄 

内部标识符： 120009 

中文全拼： nian-ling 

英文名称： age 

定义： 人已经生存的年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年龄 

表示词： 量 

数据类型： 数值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岁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0 身高 

中文名称： 身高 

内部标识符： 120010 

中文全拼： shen-gao 

英文名称： height 

定义： 身体的高度。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高 

表示词： 量 

数据类型： 数值型 

数据格式： n..5,2 

计量单位： 厘米（cm）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1 血型 

中文名称： 血型 

内部标识符： 1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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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xue-xing 

英文名称： blood type 

定义： 人体血液类型。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血型 

表示词： 量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6。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2 宗教信仰代码 

中文名称： 宗教信仰代码 

内部标识符： 120012 

中文全拼： zong-jiao-xin-yang-dai-ma 

英文名称： code of religion faith 

定义： 人的宗教信仰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宗教信仰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A/T 543.1-2011。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3 兵役状况代码 

中文名称： 兵役状况代码 

内部标识符： 120013 

中文全拼： bing-yi-zhuang-kuang-dai-ma 

英文名称： code of service condition 

定义： 公民服兵役状况的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兵役状况 

表示词：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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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A/T 543.1-2011（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7）。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4 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 联系电话 

内部标识符： 120014 

中文全拼： lian-xi-dian-hua 

英文名称： telephone number 

定义： 人员的联系电话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联系方式 

特性词： 联系电话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3015“联系电话”。完整的电话号码

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之间用“-”分割。  

版本： V1.0 

5.2.1.15 移动电话 

中文名称： 移动电话 

内部标识符： 120015 

中文全拼： yi-dong-dian-hua 

英文名称： mobile telephone number 

定义： 人员的移动电话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联系方式 

特性词： 移动电话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3017“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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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2.1.16 电子信箱 

中文名称： 电子信箱 

内部标识符： 120016 

中文全拼： dian-zi-xin-xiang 

英文名称： email 

定义： 人员的电子邮件的收发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联系方式 

特性词： 电子信箱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3014“电子信箱”。  

版本： V1.0 

5.2.1.17 来深日期 

中文名称： 来深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17 

中文全拼： lai-shen-ri-qi 

英文名称： arrive date 

定义： 初次来到深圳的实际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来深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1.18 通信地址 

中文名称： 通信地址 

内部标识符： 1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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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tong-xin-di-zhi 

英文名称： contact address 

定义： 人员的邮政通信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通信地址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  

版本： V1.0 

5.2.1.19 住址 

中文名称： 住址 

内部标识符： 120019 

中文全拼： zhu-zhi 

英文名称： dewelling address 

定义： 人的居住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居住地址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  

版本： V1.0 

5.2.1.20 健康状况 

中文名称： 健康状况 

内部标识符： 120020 

中文全拼： jian-kang-zhuang-kuang 

英文名称： health state 

定义： 本市民身体基本状况及能适应工作的程度。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健康状况 

表示词：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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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T 2261.3-2003。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21 家族病史 

中文名称： 家族病史 

内部标识符： 120021 

中文全拼： jia-zu-bing-shi 

英文名称： family disease history 

定义： 遗传病的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家族病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8。 

关系： 
 

备注：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5.2.1.22 死亡标识 

中文名称： 死亡标识 

内部标识符： 120022 

中文全拼： si-wang-biao-shi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of death 

定义： 本市民的存活状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死亡标识 

表示词： 指示符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9。 

关系： 
 

备注：   



 SZDB/Z 159.2—2015 

17 

版本： V1.0 

5.2.1.23 死亡日期 

中文名称： 死亡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23 

中文全拼： si-wang-ri-qi 

英文名称： date of death 

定义： 本市民死亡发生的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死亡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2 户籍 

5.2.2.1 户口类别 

中文名称： 户口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24 

中文全拼： hu-kou-lei-bie 

英文名称： registered residence type 

定义： 公安部门对户籍管理的分类。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SZDB/Z 3.2-2006，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10。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2.2 籍贯 

中文名称： 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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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120025 

中文全拼： ji-guan 

英文名称： native place 

定义： 公民的祖居地（祖籍地）或原来籍贯。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籍贯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6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T 2260-2007。 

关系： 

备注： 符合《公安部公通字[1995]91号文件》的规定。 

版本： V1.0 

5.2.2.3 户籍登记地址 

中文名称： 户籍登记地址 

内部标识符： 120026 

中文全拼： hu-ji-deng-ji-di-zhi 

英文名称： registered address of residence place 

定义： 户口登记的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户籍所在地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00 

计量单位： 

值域： 行政区划名称应符合 GB/T 2260-2007的规定。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名称+

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村(街、路、巷)名称组成。  

版本： V1.0 

5.2.3 教育 

5.2.3.1 文化程度 

中文名称： 文化程度 

内部标识符： 120027 

中文全拼： wen-hua-cheng-du 

英文名称： record of formal schooling 

定义： 在教育机构接收科学、文化知识训练并获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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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学历的名称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文化程度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4658中的学历代码。 

关系： 
 

备注： 参考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48“学历代码”。  

版本： V1.0 

5.2.3.2 学位 

中文名称： 学位 

内部标识符： 120028 

中文全拼： xue-wei 

英文名称： educational level 

定义：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或国家授予的表明专门人才学术水平的称号。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学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6864中的学位名称。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45“学位名称”。允许多个。 

版本： V1.0 

5.2.3.3 学位授予时间 

中文名称： 学位授予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29 

中文全拼： xue-wei-shou-yu-shi-jian 

英文名称： awarding time of degree 

定义： 指授予最高学历学位的年月日，以学位证书的签发时间为准。 

语境： 
 

对象类词： 文化程度 

特性词： 学位授予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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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允许多个。 

版本： V1.0 

5.2.3.4 学历名称 

中文名称： 学历名称 

内部标识符： 120030 

中文全拼： xue-li-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for record of formal schooling 

定义： 受教育者在教育机构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并获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认可的学历证书的经历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学历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6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4658-2006 中的学历名称，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11。 

关系： 
 

备注： 允许多个。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47“学历名称”。  

版本： V1.0 

5.2.3.5 所学专业 

中文名称： 所学专业 

内部标识符： 120031 

中文全拼： suo-xue-zhuan-ye 

英文名称： major 

定义： 根据科学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而进行学习的类别。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所学专业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80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6835中的专业名称。 

关系： 
 

备注： 允许多个。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43“所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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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2.3.6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中文名称：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内部标识符： 120032 

中文全拼： zui-gao-xue-li-bi-ye-xue-xiao 

英文名称： school of graduation 

定义： 完成学历教育并获得证书的毕业学校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文化程度 

特性词：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8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5.2.3.7 最高学历入学时间 

中文名称： 最高学历入学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33 

中文全拼： zui-gao-xue-li-ru-xue-shi-jian 

英文名称： admission date 

定义： 最高学历教育入读学校的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文化程度 

特性词： 最高学历入学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允许多个。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

YYYY-MM-DD 为扩展格式。  

版本： V1.0 

5.2.3.8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中文名称：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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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zui-gao-xue-li-bi-ye-shi-jian 

英文名称： graduation date 

定义： 完成学历教育并获得证书的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文化程度 

特性词：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允许多个。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

YYYY-MM-DD为扩展格式。  

版本： V1.0 

5.2.4 计生 

5.2.4.1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日期 

中文名称：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35 

中文全拼： du-sheng-zi-nv-fu-mu-guang-rong-zheng-ling-zheng-ri-qi 

英文名称： issue date of only child family certificate 

定义： 公民生育一个子女后，书面承诺不再生育子女，因此计生单位颁发《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领证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4.2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036 

中文全拼： liu-dong-ren-kou-hun-yu-zheng-ming-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marriage certificat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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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流动人口婚育证的统一编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4.3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效日期 

中文名称：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效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37 

中文全拼： liu-dong-ren-kou-hun-yu-zheng-ming-you-xiao-ri-qi 

英文名称： marriage certificate issue date 

定义：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标注的截止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证件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4.4 计生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计生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038 

中文全拼： ji-sheng-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credential type 

定义： 生育计划证件的类型。 

语境： 
 

对象类词： 生育计划 

特性词： 证件类型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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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12。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4.5 计生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计生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039 

中文全拼： ji-sheng-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credential number 

定义： 生育计划证的证件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生育计划 

特性词： 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4.6 计生证件发放日期 

中文名称： 计生证件发放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40 

中文全拼： ji-sheng-zheng-jian-fa-fang-ri-qi 

英文名称： release date 

定义： 发放生育计划证件的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生育计划 

特性词： 发放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参考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4001“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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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2.5 民政 

5.2.5.1 婚姻状况 

中文名称： 婚姻状况 

内部标识符： 120041 

中文全拼： hun-yin-zhuang-kuang 

英文名称： marital status 

定义： 当前婚姻状态的说明。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婚姻状况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6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261.2 中的婚姻状况，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13。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15“婚姻状况”。  

版本： V1.0 

5.2.5.2 初婚日期 

中文名称： 初婚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42 

中文全拼： chu-hun-ri-qi 

英文名称： date of first marriage 

定义： 第一次结婚的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初婚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参考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4001“日期”。  

版本： V1.0 

5.2.5.3 男方姓名 

中文名称： 男方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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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120043 

中文全拼： nan-fang-xing-ming 

英文名称： male's name 

定义： 结婚申请人男方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

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汉字表示的姓名中间不应存在空格。参考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  

版本： V1.0 

5.2.5.4 男方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男方身份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044 

中文全拼： nan-fang-shen-fen-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male's ID certificate type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结婚申请人男方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中的名称。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5.5 男方身份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男方身份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045 

中文全拼： nan-fang-shen-f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male's ID certificate number 

定义： 结婚申请人男方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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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男方身份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5.6 女方姓名 

中文名称： 女方姓名 

内部标识符： 120046 

中文全拼： nv-fang-xing-ming 

英文名称： female's name 

定义： 结婚申请人女方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

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汉字表示的姓名中间不应存在空格。参考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  

版本： V1.0 

5.2.5.7 女方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女方身份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047 

中文全拼： nv-fang-shen-fen-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female's  ID certificate type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结婚申请人女方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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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中的名称。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5.8 女方身份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女方身份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048 

中文全拼： nv-fang-shen-f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female's ID certificate number 

定义： 结婚申请人女方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女方身份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5.9 结婚证字号 

中文名称： 结婚证字号 

内部标识符： 120049 

中文全拼： jie-hun-zheng-zi-hao 

英文名称： symbol of marriage certificate 

定义： 结婚申请人结婚证的证件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结婚证字号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民办发（2009）29号》的相关规定。  

版本： V1.0 

5.2.5.10 婚姻登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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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婚姻登记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50 

中文全拼： hun-yin-deng-ji-shi-jian 

英文名称： marriage registration time 

定义： 最近一次结婚（或离婚）的登记时间。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婚姻登记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5.11 婚姻登记承办机关代码 

中文名称： 婚姻登记承办机关代码 

内部标识符： 120051 

中文全拼： hun-yin-deng-ji-cheng-ban-ji-guan-dai-ma 

英文名称： name of marriage registration authority 

定义： 承办结婚申请人婚姻登记的机关名称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婚姻登记承办机关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 11714中的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由 6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2 位为顺序号组成。  

版本： V1.0 

5.2.6 劳动就业 

5.2.6.1 参加工作时间 

中文名称： 参加工作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52 

中文全拼： can-jia-gong-zuo-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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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time of participating in work 

定义： 根据有关规定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首次参加工作的具体日期。 

语境： 
 

对象类词： 劳动就业 

特性词： 参加工作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6.2 从业状况 

中文名称： 从业状况 

内部标识符： 120053 

中文全拼： cong-ye-zhuang-kuang 

英文名称： state of employment 

定义： 按人员管理规定划分的人员的从业类别。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从业状况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4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261.4 中的从业状况名称，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14。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3 从业经历 

中文名称： 从业经历 

内部标识符： 120054 

中文全拼： cong-ye-jing-li 

英文名称： working experience 

定义： 就业历程，包括任职单位以及各单位任职起止时间。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经历 

表示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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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ul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4 行政职务级别 

中文名称： 行政职务级别 

内部标识符： 120055 

中文全拼： xing-zheng-zhi-wu-ji-bie 

英文名称： administration headship level 

定义： 在人事局有正式记载的，所担任的干部职务的类别。 

语境： 
 

对象类词： 人事档案 

特性词： 行政职务级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2407-2008中的职务级别代码表，见本标准附录 A的表 A.15。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5 干部职务名称 

中文名称： 干部职务名称 

内部标识符： 120056 

中文全拼： gan-bu-zhi-wu-ming-cheng 

英文名称： headship title 

定义： 个人担任党派职务、行政职务和社会团体职务的具体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职务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2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2403 中的干部职务名称。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37“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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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2.6.6 专业技术职务 

中文名称： 专业技术职务 

内部标识符： 120057 

中文全拼： zhuan-ye-ji-shu-zhi-wu 

英文名称： professional technique headship 

定义： 经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并正式批准或参加国家统一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而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事档案 

特性词： 专业技术职务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T 8561-2001。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7 工作单位 

中文名称： 工作单位 

内部标识符： 120058 

中文全拼： gong-zuo-dan-wei 

英文名称： employment organization 

定义： 人员从业所在机构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工作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31“工作单位”。  

版本： V1.0 

5.2.6.8 工作单位通信地址 

中文名称： 工作单位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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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120059 

中文全拼： gong-zuo-dan-wei-tong-xin-di-zhi 

英文名称： contact address 

定义： 人员工作单位的邮政通信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通信地址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单位邮政编码”连用。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  

版本： V1.0 

5.2.6.9 单位邮政编码 

中文名称： 单位邮政编码 

内部标识符： 120060 

中文全拼： dan-wei-you-zheng-bian-ma 

英文名称： postcode of unit 

定义： 本市民所在单位的具体通讯邮政编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邮政编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6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工作单位通信地址”连用。 

备注： 符合《中国地址邮政编码薄》 

版本： V1.0 

5.2.6.10 单位电话号码 

中文名称： 单位电话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061 

中文全拼： dan-wei-dian-hua-hao-ma 

英文名称： telephone number of unit 

定义： 本市民所在单位的电话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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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3015“联系电话”。完整的电话号码

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之间用“-”分割。  

版本： V1.0 

5.2.6.11 单位类别 

中文名称： 单位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62 

中文全拼： dan-wei-lei-bie 

英文名称： type of unit 

定义： 单位的类型。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16。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12 单位经济类型 

中文名称： 单位经济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063 

中文全拼： dan-wei-jing-ji-lei-xing 

英文名称： economic tyte of unit 

定义： 按单位所有制性质和经营方式划分的类别。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经济类型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17。 

关系： 
 



 SZDB/Z 159.2—2015 

35 

备注：   

版本： V1.0 

5.2.6.13 单位所属行业 

中文名称： 单位所属行业 

内部标识符： 120064 

中文全拼： dan-wei-suo-shu-hang-ye 

英文名称： affiliated trade of unit 

定义： 按国民经济的行业划分的类别。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所属行业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T 4754-2011。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14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内部标识符： 120065 

中文全拼： dan-wei-zu-zhi-ji-gou-dai-ma 

英文名称：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 code 

定义： 本市民所在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组织机构代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 11714中的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版本： V1.0 

5.2.6.15 职业资格等级 

中文名称： 职业资格等级 

内部标识符： 1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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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zhi-ye-zi-ge-deng-ji 

英文名称： occupation qualification level 

定义： 经国家批准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授予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等级。 

语境： 
 

对象类词： 职业 

特性词： 资格等级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T 14946.1-2009。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16 职业类别 

中文名称： 职业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67 

中文全拼： zhi-ye-lei-bie 

英文名称： occupation type 

定义： 本市民所从事工作的种类。 

语境： 
 

对象类词： 职业 

特性词： 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4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T 6565-2015。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17 职业名称 

中文名称： 职业名称 

内部标识符： 120068 

中文全拼： zhi-ye-ming-cheng 

英文名称： occupation name 

定义： 本市民所从事工作种类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职业 

特性词： 名称 

表示词：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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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T 6565-2015。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18 资格审批单位名称 

中文名称： 资格审批单位名称 

内部标识符： 120069 

中文全拼： zi-ge-shen-pi-dan-wei-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of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unit 

定义：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或者就职人员取得职业资格的审批单位

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职业 

特性词： 资格审批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8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6.19 取得资格时间 

中文名称： 取得资格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70 

中文全拼： qu-de-zi-ge-shi-jian 

英文名称： time of acquiring qualification 

定义： 取得资格的正式批准日期，以资格证书标注时间为准。 

语境： 
 

对象类词： 职业 

特性词： 取得资格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职业资格等级”连用。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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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式。  

版本： V1.0 

5.2.6.20 劳动合同起始日期 

中文名称： 劳动合同起始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71 

中文全拼： lao-dong-he-tong-qi-shi-ri-qi 

英文名称： employment contract start date 

定义： 劳动合同签署的起始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劳动合同 

特性词： 起始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6.21 劳动合同终止日期 

中文名称： 劳动合同终止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72 

中文全拼： lao-dong-he-tong-zhong-zhi-ri-qi 

英文名称： employment contract termination date 

定义： 解除劳动合同的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劳动合同 

特性词： 终止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7 社会保险 

5.2.7.1 社会保障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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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社会保障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073 

中文全拼： she-hui-bao-zhang-hao-ma 

英文名称： social security card number 

定义： 社保机构对参保人员的统一编码。 

语境： 社会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社保号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2 个人参保状态 

中文名称： 个人参保状态 

内部标识符： 120074 

中文全拼： ge-ren-can-bao-zhuang-tai 

英文名称： insuarance status 

定义： 参加社会保险的目前状态。 

语境： 社会保险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参保状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18。 

关系： 与数据元“个人参保日期”、“险种类别”连用。 

备注：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5.2.7.3 个人参保日期 

中文名称： 个人参保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75 

中文全拼： ge-ren-can-bao-ri-qi 

英文名称： insured date 

定义： 参加社会保险的日期。 

语境： 社会保险 

对象类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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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词： 参保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7.4 险种类别 

中文名称： 险种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76 

中文全拼： xian-zhong-lei-bie 

英文名称： type of insurance 

定义： 参加社会保险种类的情况。 

语境： 社会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险种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4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19。 

关系： 与“个人参保日期”、“个人参保状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7.5 参保单位名称 

中文名称： 参保单位名称 

内部标识符： 120077 

中文全拼： can-bao-dan-wei-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of insurer's company 

定义： 员工所在参保单位的单位名称。 

语境： 社会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参保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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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2001“机构名称”。 

版本： V1.0 

5.2.7.6 参保人姓名 

中文名称： 参保人姓名 

内部标识符： 120078 

中文全拼： can-bao-ren-xing-ming 

英文名称： name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参保人姓氏名称。 

语境： 社会保险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汉字表示的姓名中间不应存在空格。  

版本： V1.0 

5.2.7.7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 

中文名称：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79 

中文全拼： yi-liao-can-bao-ren-yuan-lei-bie 

英文名称： medical insurance-joining personnel's type 

定义： 按国家规定享受医疗待遇的类别。 

语境： 医疗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参保人员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0。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8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建立日期 

中文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建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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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120080 

中文全拼： ji-ben-yi-liao-bao-xian-ge-ren-zhang-hu-jian-li-ri-qi 

英文名称： establishment date of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personal account 

定义：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建立的年月日。 

语境： 医疗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建立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7.9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内部标识符： 120081 

中文全拼： ding-dian-yi-liao-ji-gou-dai-ma 

英文名称： appointed medical organization's code 

定义： 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指定的个人就医的医疗机构组织机构代码。 

语境： 医疗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 11714中的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允许多个。 

版本： V1.0 

5.2.7.10 离退休时间 

中文名称： 离退休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82 

中文全拼： li-tui-xiu-shi-jian 

英文名称： retirement time 

定义： 由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的离退休年月日。 

语境： 养老保险 

对象类词： 劳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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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词： 离退休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7.11 离退休人员类别 

中文名称： 离退休人员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83 

中文全拼： li-tui-xiu-ren-yuan-lei-bie 

英文名称： retirement personnel's type 

定义： 本市民的离退休类别。 

语境： 养老保险 

对象类词： 劳动就业 

特性词： 离退休人员类别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1。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12 领取养老金标识 

中文名称： 领取养老金标识 

内部标识符： 120084 

中文全拼： ling-qu-yang-lao-jin-biao-shi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of drawing pension 

定义： 本市民是否领取养老金的状态标识。 

语境： 养老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领取标识 

表示词： 指示符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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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13 享受失业保险起始日期 

中文名称： 享受失业保险起始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085 

中文全拼： xiang-shou-shi-ye-bao-xian-qi-shi-ri-qi 

英文名称： origination date of enjoy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定义： 开始享受失业保险的年月。 

语境： 失业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享受起始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7.14 失业待遇类别 

中文名称： 失业待遇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86 

中文全拼： shi-ye-dai-yu-lei-bie 

英文名称： unemployment treatment type 

定义： 本市民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分类。 

语境： 失业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待遇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表 A.23。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15 应领取失业保险金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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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应领取失业保险金月数 

内部标识符： 120087 

中文全拼： ying-ling-qu-shi-ye-bao-xian-jin-yue-shu 

英文名称： number of month that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hould be given 

定义：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个人所核定的失业保险

金领取月数。 

语境： 失业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应领取月数 

表示词： 量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月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16 失业原因 

中文名称： 失业原因 

内部标识符： 120088 

中文全拼： shi-ye-yuan-yin 

英文名称： reason of unemployment 

定义： 本市民失业的原因。 

语境： 失业保险 

对象类词： 劳动就业 

特性词： 失业原因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17 发生工伤状态 

中文名称： 发生工伤状态 

内部标识符： 120089 

中文全拼： fa-sheng-gong-shang-zhuang-tai 

英文名称： labor injuring occurring state 

定义： 本市民发生工伤的状态。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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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发生工伤状态 

表示词： 指示符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4。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18 工伤发生时间 

中文名称： 工伤发生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90 

中文全拼： gong-shang-fa-sheng-shi-jian 

英文名称： time of labor injuring occurring 

定义： 发生工伤的年月日。 

语境： 工伤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工伤发生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7.19 伤害部位 

中文名称： 伤害部位 

内部标识符： 120091 

中文全拼： shang-hai-bu-wei 

英文名称： part of injuring 

定义： 工伤造成身体伤害的部位。 

语境： 工伤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伤害部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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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20 工伤认定事故编号 

中文名称： 工伤认定事故编号 

内部标识符： 120092 

中文全拼： gong-shang-ren-ding-shi-gu-bian-hao 

英文名称： labor injuring recognition accident NO. 

定义： 工伤认定的事故号码。 

语境： 工伤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认定事故编号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21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中文名称：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内部标识符： 120093 

中文全拼： zhong-zhi-gong-shang-bao-xian-dai-yu-guan-xi-biao-zhi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of terminating labor injuring insurance treatment 

relation 

定义： 结束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关系的标志。 

语境： 工伤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终止待遇关系标志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5。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22 伤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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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伤残等级 

内部标识符： 120094 

中文全拼： shang-can-deng-ji 

英文名称： grade of injuring 

定义： 专业机构认定的伤残等级。 

语境： 工伤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伤残等级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6。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23 工伤待遇类别 

中文名称： 工伤待遇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95 

中文全拼： gong-shang-dai-yu-lei-bie 

英文名称： labor injuring treatment type 

定义： 本市民享受工伤待遇的类别。 

语境： 工伤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待遇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3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7。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24 生育待遇类别 

中文名称： 生育待遇类别 

内部标识符： 120096 

中文全拼： sheng-yu-dai-yu-lei-bie 

英文名称： bearing treatment type 

定义： 本市民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类别。 

语境： 生育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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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词： 待遇类别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8。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7.25 生育待遇享受起始时间 

中文名称： 生育待遇享受起始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97 

中文全拼： sheng-yu-dai-yu-xiang-shou-qi-shi-shi-jian 

英文名称： bearing treatment origination time of enjoyment 

定义： 开始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年月日。 

语境： 生育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享受起始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7.26 生育待遇享受终止时间 

中文名称： 生育待遇享受终止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098 

中文全拼： sheng-yu-dai-yu-xiang-shou-zhong-zhi-shi-jian 

英文名称： bearing treatment ending time of enjoyment 

定义： 停止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年月日。 

语境： 生育保险 

对象类词： 社会保险 

特性词： 享受终止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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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8 住房公积金 

5.2.8.1 住房公积金账号 

中文名称： 住房公积金账号 

内部标识符： 120099 

中文全拼： zhu-fang-gong-ji-jin-zhang-hao 

英文名称： account number of accumulation fund 

定义： 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号 

语境： 
 

对象类词： 住房公积金 

特性词： 住房公积金账号 

表示词： 账号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8.2 参加公积金时间 

中文名称： 参加公积金时间 

内部标识符： 120100 

中文全拼： can-jia-gong-ji-jin-shi-jian 

英文名称： joining time of accumulation fund 

定义： 开始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住房公积金 

特性词： 参加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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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3 本年缴存额 

中文名称： 本年缴存额 

内部标识符： 120101 

中文全拼： ben-nian-jiao-cun-e 

英文名称： deposition sum of this year 

定义： 本年度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金额。 

语境： 
 

对象类词： 住房公积金 

特性词： 本年缴存额 

表示词： 金额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0,2 

计量单位： 元（人民币）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8.4 本年支取额 

中文名称： 本年支取额 

内部标识符： 120102 

中文全拼： ben-nian-zhi-qu-e 

英文名称： drawing sum of this year 

定义： 本年度住房公积金累计支取金额。 

语境： 
 

对象类词： 住房公积金 

特性词： 本年支取额 

表示词： 金额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0,2 

计量单位： 元（人民币）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8.5 上年结转本金 

中文名称： 上年结转本金 

内部标识符： 120103 

中文全拼： shang-nian-jie-zhuan-ben-jin 

英文名称： carrying corpus of last year 

定义： 上年度住房公积金结转本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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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 
 

对象类词： 住房公积金 

特性词： 上年结转本金 

表示词： 金额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0,2 

计量单位： 元（人民币）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8.6 上年结转利息 

中文名称： 上年结转利息 

内部标识符： 120104 

中文全拼： shang-nian-jie-zhuan-li-xi 

英文名称： carrying interest of last year 

定义： 上年度住房公积金结转利息金额。 

语境： 
 

对象类词： 住房公积金 

特性词： 上年结转利息 

表示词： 金额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0,2 

计量单位： 元（人民币）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8.7 公积金余额 

中文名称： 公积金余额 

内部标识符： 120105 

中文全拼： gong-ji-jin-yu-e 

英文名称： balance 

定义： 住房公积金账户剩余金额。 

语境： 
 

对象类词： 住房公积金 

特性词： 余额 

表示词： 金额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0,2 

计量单位：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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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关系： 由数据元“产权类型”、“房屋地址”、“住房来源”、“建筑面积”

派生而来 

备注：   

版本： V1.0 

5.2.9 住房 

5.2.9.1 建筑物编码 

中文名称： 建筑物编码 

内部标识符： 120106 

中文全拼： jian-zhu-wu-bian-ma 

英文名称： building code 

定义： 以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网格内的建筑物

进行编码，并将建筑物的位置及编码准确的标注在地图上。 

语境： 
 

对象类词： 建筑物 

特性词： 建筑物编码 

表示词： 编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SZDB/Z 4-2006《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SZDB/Z 26—2010《建

筑物基本指标、功能分类及编码》。 

版本： V1.0  

5.2.9.2 房屋编码 

中文名称： 房屋编码 

内部标识符： 120107 

中文全拼： fang-wu-bian-ma 

英文名称： building code 

定义： 以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网格内的建筑物

内的房屋进行编码，并将房屋进行编码及地图标注，使全市所有房屋都

有唯一标示和准确定位。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房屋编码 

表示词： 编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5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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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SZDB/Z 4-2006《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SZDB/Z 26—2010《建

筑物基本指标、功能分类及编码》中建筑物编码的规则与方法。 

版本： V1.0  

 

5.2.9.3 产权证号 

中文名称： 产权证号 

内部标识符： 120108 

中文全拼： chan-quan-zheng-hao 

英文名称： property right certificate NO. 

定义： 房屋产权证的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产权证号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9.4 产权类型 

中文名称： 产权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109 

中文全拼： chan-quan-lei-xing 

英文名称： property right type 

定义： 本市民对房屋产权的拥有状况。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产权类型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29。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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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5 房屋地址 

中文名称： 房屋地址 

内部标识符： 120110 

中文全拼： fang-wu-di-zhi 

英文名称： address of the house 

定义： 房屋所在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地址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 

版本： V1.0 

5.2.9.6 住房来源 

中文名称： 住房来源 

内部标识符： 120111 

中文全拼： zhu-fang-lai-yuan 

英文名称： origination of the house 

定义： 本市民住房的来源。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来源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30。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9.7 建筑面积 

中文名称： 建筑面积 

内部标识符： 120112 

中文全拼： jian-zhu-mian-ji 

英文名称： construction area 

定义： 所购房屋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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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建筑面积 

表示词： 量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17986.1-2000和 GB/T 17986.2-2000、SZJG/T 22-2006的要

求。  

版本： V1.0 

5.2.9.8 房屋名称 

中文名称： 房屋名称 

内部标识符： 120113 

中文全拼： fang-wu-ming-cheng 

英文名称： residence name 

定义： 房屋在出租屋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房屋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9.9 购房日期 

中文名称： 购房日期 

内部标识符： 120114 

中文全拼： gou-fang-ri-qi 

英文名称： date of buying house 

定义： 房屋购买的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购买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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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10 家庭成员间关系 

5.2.10.1 父亲姓名 

中文名称： 父亲姓名 

内部标识符： 120115 

中文全拼： fu-qin-xing-ming 

英文名称： father name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汉字表示的姓名中间不应存在空格。  

版本： V1.0 

5.2.10.2 父亲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父亲身份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116 

中文全拼： fu-qin-shen-fen-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type of father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中的名称。 

关系： 与数据元“父亲身份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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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2.10.3 父亲身份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父亲身份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117 

中文全拼： fu-qin-shen-f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father 

定义： 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父亲身份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10.4 母亲姓名 

中文名称： 母亲姓名 

内部标识符： 120118 

中文全拼： mu-qin-xing-ming 

英文名称： mother name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汉字表示的姓名中间不应存在空格。  

版本： V1.0 

5.2.10.5 母亲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母亲身份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120119 

中文全拼： mu-qin-shen-fen-zheng-jian-le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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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type of mother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中的名称。 

关系： 与数据元“母亲身份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10.6 母亲身份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母亲身份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120120 

中文全拼： mu-qin-shen-f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mother 

定义： 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母亲身份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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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据元值域及代码 

A.1 性别代码 

性别代码采用了GB/T 2261.1规定的代码，见表A.1。 

表A.1 性别代码 

代码 数据元名称 代码 数据元名称 

0 未知的性别 2 女 

1 男 9 未说明的性别 

A.2 民族名称 

民族名称代码采用GB/T 3304-1991规定的代码，见表A.2。 

表A.2 民族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1 汉族 29 柯尔克孜族 

02 蒙古族 30 土族 

03 回族 31 达斡尔族 

04 藏族 32 仫佬族 

05 维吾尔族 33 羌族 

06 苗族 34 布朗族 

07 彝族 35 撒拉族 

08 壮族 36 毛南族 

09 布依族 37 仡佬族 

10 朝鲜族 38 锡伯族 

11 满族 39 阿昌族 

12 侗族 40 普米族 

13 瑶族 41 塔吉克族 

14 白族 42 怒族 

15 土家族 43 乌孜别克族 

16 哈尼族 44 俄罗斯族 

17 哈萨克族 45 鄂温克族 

18 傣族 46 德昂族 

19 黎族 47 保安族 

20 傈僳族 48 裕固族 

21 佤族 49 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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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续)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22 畲族 50 塔塔尔族 

23 高山族 51 独龙族 

24 拉祜族 52 鄂伦春族 

25 水族 53 赫哲族 

26 东乡族 54 门巴族 

27 纳西族 55 珞巴族 

28 景颇族 56 基诺族 

A.3 国家和地区代码 

国家和地区代码采用GB/T 2659-2000规定的代码，见表A.3。 

表A.3 国家和地区代码 

代码 国家和地区 代码 国家和地区 

004 阿富汗 108 布隆迪 

008 阿尔巴尼亚 116 柬埔寨 

012 阿尔及利亚 120 喀麦隆 

016 美属萨摩亚 124 加拿大 

020 安道尔 132 佛得角 

024 安哥拉 136 开曼群岛 

660 安圭拉 140 中非 

010 南极洲 148 乍得 

028 安提瓜和巴布达 152 智利 

032 阿根廷 156 中国 

051 亚美尼亚 344 香港 

533 阿鲁巴 446 澳门 

036 澳大利亚 158 台湾 

040 奥地利 162 圣诞岛 

031 阿塞拜疆 166 科科斯(基林)群岛 

044 巴哈马 170 哥伦比亚 

048 巴林 174 科摩罗 

050 孟加拉国 178 刚果（布） 

052 巴巴多斯 180 刚果（金） 

112 白俄罗斯 184 库克群岛 

056 比利时 188 哥斯达黎加 

084 伯利兹 384 科特迪瓦 

204 贝宁 191 克罗地亚 

060 百慕大 192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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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续） 

代码 国家和地区 代码 国家和地区 

064 不丹 196 塞浦路斯 

068 玻利维亚 203 捷克 

070 波黑 208 丹麦 

072 博茨瓦纳 262 吉布提 

074 布维岛 212 多米尼克 

076 巴西 214 多米尼加 

086 英属印度洋领地 626 东帝汶 

096 文莱 218 厄瓜多尔 

100 保加利亚 818 埃及 

854 布基纳法索 222 萨尔瓦多 

226 赤道几内亚 376 以色列 

232 厄立特里亚 380 意大利 

233 爱沙尼亚 388 牙买加 

231 埃塞俄比亚 392 日本 

238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400 约旦 

234 法罗群岛 398 哈萨克斯坦 

242 斐济 404 肯尼亚 

246 芬兰 296 基里巴斯 

250 法国 408 朝鲜 

254 法属圭亚那 410 韩国 

258 法属波利尼西亚 414 科威特 

260 法属南部领地 417 吉尔吉斯斯坦 

266 加蓬 418 老挝 

270 冈比亚 428 拉脱维亚 

268 格鲁吉亚 422 黎巴嫩 

276 德国 426 莱索托 

288 加纳 430 利比里亚 

292 直布罗陀 434 利比亚 

300 希腊 438 列支敦土登 

304 格陵兰 440 立陶宛 

308 格林纳达 442 卢森堡 

312 瓜德罗普 807 前南马其顿 

316 关岛 450 马达加斯加 

320 危地马拉 454 马拉维 

324 几内亚 458 马来西亚 

624 几内亚比绍 462 马尔代夫 

328 圭亚那 466 马里 

332 海地 470 马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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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续） 

代码 国家和地区 代码 国家和地区 

334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岛 584 马绍尔群岛 

340 洪都拉斯 474 马提尼克 

348 匈牙利 478 毛里塔尼亚 

352 冰岛 480 毛里求斯 

356 印度 175 马约特 

360 印度尼西亚 484 墨西哥 

364 伊朗 583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368 伊拉克 498 摩尔多瓦 

372 爱尔兰 492 摩纳哥 

496 蒙古 654 圣赫勒拿 

500 蒙特塞拉特 659 圣基茨和尼维斯 

504 摩洛哥 662 圣卢西亚 

508 莫桑比克 666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104 缅甸 67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516 纳米比亚 882 萨摩亚 

520 瑙鲁 674 圣马力诺 

524 尼泊尔 67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528 荷兰 682 沙特阿拉伯 

530 荷属安的列斯 686 塞内加尔 

540 新喀里多尼亚 690 塞舌尔 

554 新西兰 694 塞拉利昂 

558 尼加拉瓜 702 新加坡 

562 尼日尔 703 斯洛伐克 

566 尼日利亚 705 斯洛文尼亚 

570 纽埃 090 所罗门群岛 

574 诺福克岛 706 索马里 

580 北马里亚纳 710 南非 

578 挪威 239 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德韦奇岛 

512 阿曼 724 西班牙 

586 巴基斯坦 144 斯里兰卡 

585 帕劳 736 苏丹 

275 巴勒斯坦 740 苏里南 

591 巴拿马 744 斯瓦尔巴岛和扬马延岛 

598 巴布亚新几内亚 748 斯威士兰 

600 巴拉圭 752 瑞典 

604 秘鲁 756 瑞士 

608 菲律宾 760 叙利亚 

612 皮特凯恩 762 塔吉克斯坦 

616 波兰 834 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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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续） 

代码 国家和地区 代码 国家和地区 

620 葡萄牙 764 泰国 

630 波多黎各 768 多哥 

634 卡塔尔 772 托克劳 

638 留尼汪 776 汤加 

642 罗马尼亚 78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643 俄罗斯联邦 788 突尼斯 

646 卢旺达 792 土耳其 

795 土库曼斯坦 336 梵蒂冈 

796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862 委内瑞拉 

798 图瓦卢 704 越南 

800 乌干达 092 英属维尔京群岛 

804 乌克兰 850 美属维尔京群岛 

784 阿联酋 876 瓦利斯和富图纳 

826 英国 732 西撤哈拉 

840 美国 887 也门 

581 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891 南斯拉夫 

858 乌拉圭 894 赞比亚 

860 乌兹别克斯坦 716 津巴布韦 

548 瓦努阿图   

 

A.4 身份证件类型代码 

身份证件类型代码见表A.4。 

表A.4 身份证件类型代码 

代码 数据元名称 代码 数据元名称 

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02 户口簿 

03 护照 04 军官证 

05 士兵证 06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07 台湾同胞来往内地通行证 08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 

09 临时身份证 10 警官证 

11 外国人居留证 12 外国人身份证件 

13 港澳台身份证 14 回乡证 

15 驾驶证 16 社会保障卡 

17 居住证 99 其他 

A.5 政治面貌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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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面貌简称代码采用GB/T 4762-1984规定的代码，见表A.5。 

表A.5 政治面貌代码 

代码 政治面貌简称 代码 政治面貌简称 

01 中共党员 08 农工党党员 

02 中共预备党员 09 致公党党员 

03 共青团员 10 九三学社社员 

04 民革会员 11 台盟盟员 

05 民盟盟员 12 无党派民主人士 

06 民建会员 13 群众 

07 民进会员   

A.6 血型代码 

血型代码见表A.6。 

表A.6 血型代码 

代码 数据元名称 代码 数据元名称 

01 A 03 O 

02 B 04 AB 

A.7 兵役状况代码 

兵役状况代码见表A.7。 

表A.7 兵役状况代码 

代码 数据元名称 代码 数据元名称 

0 未服兵役 3 军官预备役 

1 退出现役 4 服现役 

2 士兵预备役 5 其他 

A.8 家族病史代码 

家族病史见表A.8。 

表A.8 家族病史代码 

代码 指标名称 代码 指标名称 

010 双亲高血压 031 父亲精神病 

011 父亲高血压 032 母亲精神病 

012 母亲高血压 040 双亲肿瘤 

020 双亲糖尿病 041 父亲肿瘤 

021 父亲糖尿病 042 母亲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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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8（续） 

代码 指标名称 代码 指标名称 

022 母亲糖尿病 999 其它 

030 双亲精神病   

A.9 死亡标识代码 

死亡标识代码见表A.9。 

表A.9 死亡标志代码表 

代码 指示名称 代码 指示名称 

1 死亡   

A.10 户口类别代码 

户口类别代码采用SZDB/Z 3.2-2006规定的代码，见表A.10。 

表A.10 户口类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非农业家庭户 4 农业集体户 

2 农业家庭户 5 自理口粮户 

3 非农业集体户 9 其他 

A.11 学历名称代码 

学历名称代码采用GB/T 4658-2006规定的代码，见表A.11。 

表A.11 学历名称代码 

代码 学历名称 代码 学历名称 

10 研究生教育 42 中等专科结业 

11 博士研究生毕业 43 中等专科肄业 

12 博士研究生结业 44 职业高中毕业 

13 博士研究生肄业 45 职业高中结业 

14 硕士研究生毕业 46 职业高中肄业 

15 硕士研究生结业 47 技工学校毕业 

16 硕士研究生肄业 48 技工学校结业 

17 研究生班毕业 49 技工学校肄业 

18 研究生班结业 60 普通高级中学教育 

19 研究生班肄业 61 普通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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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续） 

代码 学历名称 代码 学历名称 

20/30 大学本科/专科教育 62 普通高中结业 

21 大学本科毕业 63 普通高中肄业 

22 大学本科结业 70 初级中学教育 

23 大学本科肄业 71 初中毕业 

28 大学普通班毕业 73 初中肄业 

31 大学专科毕业 80 小学教育 

32 大学专科结业 81 小学毕业 

33 大学专科肄业 83 小学肄业 

40 中等职业教育 90 其他 

41 中等专科毕业   

A.12 计生证件类型代码 

计生证件类型代码见表A.12。 

表A.12 计生证件类型代码表 

代码 指示名称 代码 指示名称 

1 服务手册 2 生育证 

A.13 婚姻状况代码 

婚姻状况代码见表A.13。 

表A.13 婚姻状况代码 

代码 数据元名称 代码 数据元名称 

10 未婚 23 复婚 

20 已婚 30 丧偶 

21 初婚 40 离婚 

22 再婚 90 未说明的婚姻状况 

A.14 从业状况代码 

从业状况代码见表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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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4 从业状况代码 

代码 数据元名称 代码 数据元名称 

11 国家公务员 37 现役军人 

13 专业技术员 51 自由职业者 

17 职员 54 个体经营者 

21 企业管理员 70 无业人员 

24 工人 80 退(离)休人员 

27 农民 90 其他 

31 学生   

A.15 职务级别代码 

职务级别代码采用GB/T 12407-2008规定的代码，见表A.15。 

表A.15 职务级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1 国家级正职 222 四级职员 

102 国家级副职 231 五级职员 

111 省部级正职 232 六级职员 

112 省部级副职 241 七级职员 

121 厅局级正职 242 八级职员 

122 厅局级副职 250 九级职员 

131 县处级正职 260 十级职员 

132 县处级副职 299 未定级职员 

141 乡科级正职 410 高级 

142 乡科级副职 411 正高级 

150 科员级 412 副高级 

160 办事员级 420 中级 

199 未定职公务员 430 初级 

211 一级职员 434 助理级 

212 二级职员 435 员级 

221 三级职员 499 未定职级专业技术人员 

A.16 单位类别代码 

单位类别代码采用劳动99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AAB019，代码见表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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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6 单位类别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 企业 40 社会团体 

20 事业单位 50 民办非企业单位 

21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60 城镇个体工商户 

22 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70 再就业服务中心 

23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90 其他 

30 机关   

A.17 经济类型分类代码 

经济类型分类代码采用GB/T 12402-2000规定的代码，见表A.17。 

表A.17 经济类型分类代码 

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100 内资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10 国有全资 175 个体经营 

120 集体全资 179 其他私有 

130 股份合作 190 其他内资 

140 联营 200 港、澳、台投资 

141 国有联营 210 内地和港、澳、台合资 

142 集体联营 220 内地和港、澳、台合作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230 港、澳、台独资 

149 其他联营 24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0 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151 国有独资（公司） 300 国外投资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10 中外合资 

160 股份有限（公司） 320 中外合作 

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170 私有 330 外资 

171 私有独资 340 国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2 私有合伙 390 其他国外投资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900 其他 

A.18 参保状态 

参保状态代码见表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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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8 参保状态代码 

代码 参保状态 代码 参保状态 

1 未参保 3 暂停缴费 

2 参保缴费 4 终止参保 

A.19 险种类别 

险种类别代码见表A.19。 

表A.19 险种类别代码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代码 小类名称 

01 养老保险 - - 

02 工伤保险 - - 

03 医疗保险 

0301 基本医疗保险一档 

0302 基本医疗保险二档 

0303 基本医疗保险三档 

04 生育保险 - - 

05 失业保险 - - 

A.20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采用劳动 99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 AKC021，代码见表 A.20。 

表A.20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 

代码 医疗人员类别 代码 医疗人员类别 

11 在职职工 31 离休 

12 在职长期驻外职工 32 老红军 

21 退休人员 35 在职司局级医疗照顾人员 

22 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 91 其它人员 

A.21 离退休人员类别 

离退休人员类别采用劳动99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AIC161，代码见表A.21。 

表A.21 离退休人员类别 

代码 离退休类别 代码 离退休类别 

1 离休人员 5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人员 

2 退休人员 6 工伤退休人员  

3 退职人员 9 其它提前退休人员 

4 因病提前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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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养老金领取代码 

养老金领取代码见表A.22。 

表A.22 养老金领取代码表 

代码 指示名称 代码 指示名称 

0 未领取 1 已领取 

A.23 失业保险待遇类别 

失业保险待遇类别采用劳动 99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 AJA001，代码见表 A.23。 

表A.23 失业保险待遇类别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10 失业保险金 170 特困补助 

020 医疗补助金 210 医疗费 

110 农民合同制一次性费用 211 住院医疗费 

120 自谋职业补贴 212 门诊特殊病医疗费 

130 一次性领取 310 丧葬费 

140 职业介绍补贴 320 救济金 

150 职业培训补贴 330 死亡抚恤金 

160 生育补贴费 999 失业人员其它待遇 

A.24 发生工伤状况代码 

发生工伤状况代码见表A.24。 

表A.24 发生工伤状况代码表 

代码 指示名称 代码 指示名称 

0 未发生 1 有发生 

A.25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采用劳动99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ALC080，代码见表A.25。 

表A.25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代码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代码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0 未终止 1 终止 

A.26 伤残等级 

伤残等级采用劳动 99 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 ALA040，代码见表 A.26（采用 LD/T 



 SZDB/Z 159.2—2015 

72 

107-1998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用代码）。 

表A.26 伤残等级 

代码 伤残等级 代码 伤残等级 

00 未鉴定 06 伤残六级 

01 伤残一级 07 伤残七级 

02 伤残二级 08 伤残八级 

03 伤残三级 09 伤残九级 

04 伤残四级 10 伤残十级 

05 伤残五级 11 未达等级 

A.27 工伤待遇类别 

工伤待遇类别采用劳动99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ALA041，代码见表A.27。 

表A.27 工伤待遇类别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9 鉴定费 113 综合医疗费 

110 记账医疗费 114 供养费用 

001 医疗费 115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111 康复器具费 107 康复医疗费用 

112 康复器具维修费 016 住院伙食补贴 

005 丧葬补助金 116 记账康复器具费 

006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117 记账康复医疗费 

108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18 记帐辅助器具费 

011 一次性护理费 120 辅助器具费 

012 一次性伤残津贴 200 旧伤复发医疗费 

013 一次性供养亲属抚恤金 201 护理费(住院期间) 

214 其他 202 交通费(转外地治疗) 

020 按月伤残津贴 215 外地就医食宿费 

021 按月护理费 216 按月伤残津贴－高工补助 

022 按月供养亲属抚恤金 010 工伤医疗费 

A.28 生育待遇类别 

生育待遇类别采用劳动99三版标准规定的代码，对应指标编码AMC050，代码见表A.28。 

表A.28 生育待遇类别 

代码 生育待遇类别 代码 生育待遇类别 

1 生育津贴 4 个人一次性费用 

2 护理假津贴 5 生育医疗费 

3 晚育津贴 6 计划生育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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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9 产权类型代码 

产权类型见表A.29。 

表A.29 产权类型代码 

代码 指标名称 代码 指标名称 

0 产权人 9 其他 

1 承租人   

A.30 住房来源代码 

住房来源见表A.30。 

表A.30 住房来源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 承租公有住房 24 购买康居房 

11 承租私有住房 25 购买集资房 

12 廉租住房 30 私房 

20 购买成本价房 31 继承房 

21 购买标准价房（含优惠） 32 赠予房 

22 购买商品房 99 其他 

23 购买经济适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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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人口数据元框架 

人口基础信息

人口概况
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号码
个人参保状态
个人参保日期
险种类别
参保单位名称
参保人姓名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建立日期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离退休时间
离退休人员类别
领取养老金标识
享受失业保险起始日期
失业待遇类别
应领取失业保险金月数
失业原因
发生工伤状态
工伤发生时间
伤害部位
工伤认定事故编号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伤残等级
工伤待遇类别
生育待遇类别
生育待遇享受起始时间
生育待遇享受终止时间

劳动就业

参加工作时间
从业状况
从业经历
行政职务级别
干部职务名称
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通信地址
单位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号码
单位类别
单位经济类型
单位所属行业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职业资格等级
职业类别
职业名称
资格审批单位名称
取得资格时间
劳动合同起始日期
劳动合同终止日期

民政

婚姻状况
初婚日期
男方姓名
男方身份证件类型
男方身份证件号码
女方姓名
女方身份证件类型
女方身份证件号码
结婚证字号
婚姻登记时间
婚姻登记承办机关代码

公民身份号码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出生地
身份证件签发单位
照片

计生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日期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证件号码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效日期
计生证件类型
计生证件号码
计生证件发放日期

国籍
英文名
曾用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证件起始有效日期
证件截止有效日期
政治面貌
年龄
身高
血型
宗教信仰代码
兵役状况代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来深日期
通信地址
住址
健康状况
家族病史
死亡标识
死亡日期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账号
参加公积金时间
本年缴存额
本年支取额
上年结转本金
上年结转利息
公积金余额

住房

建筑物编码
产权证号
产权类型
房屋地址
住房来源
建筑面积
房屋名称
购房日期

户籍

户口类别
籍贯
户籍登记地址

教育

文化程度
学位
学位授予时间
学历名称
所学专业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最高学历入学时间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家庭成员间关系

父亲姓名
父亲身份证件类型
父亲身份证件号码
母亲姓名
母亲身份证件类型
母亲身份证件号码

 

图B.1 人口数据元对象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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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内部标识符索引 

 

内部标识符 中文名称 

110001 公民身份号码 

110002 姓名 

110003 性别 

110004 民族 

110005 出生日期 

110006 出生地 

110007 身份证件签发单位 

110008 照片 

120001 国籍 

120002 英文名 

120003 曾用名 

120004 身份证件类型 

120005 身份证件号码 

120006 证件起始有效日期 

120007 证件截止有效日期 

120008 政治面貌 

120009 年龄 

120010 身高 

120011 血型 

120012 宗教信仰代码 

120013 兵役状况代码 

120014 联系电话 

120015 移动电话 

120016 电子信箱 

120017 来深日期 

120018 通信地址 

120019 住址 

120020 健康状况 

120021 家族病史 

120022 死亡标识 

120023 死亡日期 

120024 户口类别 

120025 籍贯 

120026 户籍登记地址 

120027 文化程度 

120028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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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9 学位授予时间 

120030 学历名称 

120031 所学专业 

120032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120033 最高学历入学时间 

120034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120035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日期 

120036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证件号码 

120037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效日期 

120038 计生证件类型 

120039 计生证件号码 

120040 计生证件发放日期 

120041 婚姻状况 

120042 初婚日期 

120043 男方姓名 

120044 男方身份证件类型 

120045 男方身份证件号码 

120046 女方姓名 

120047 女方身份证件类型 

120048 女方身份证件号码 

120049 结婚证字号 

120050 婚姻登记时间 

120051 婚姻登记承办机关代码 

120052 参加工作时间 

120053 从业状况 

120054 从业经历 

120055 行政职务级别 

120056 干部职务名称 

120057 专业技术职务 

120058 工作单位 

120059 工作单位通信地址 

120060 单位邮政编码 

120061 单位电话号码 

120062 单位类别 

120063 单位经济类型 

120064 单位所属行业 

120065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120066 职业资格等级 

120067 职业类别 

120068 职业名称 

120069 资格审批单位名称 

120070 取得资格时间 

120071 劳动合同起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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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72 劳动合同终止日期 

120073 社会保障号码 

120074 个人参保状态 

120075 个人参保日期 

120076 险种类型 

120077 参保单位名称 

120078 参保人姓名 

120079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 

120080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建立日期 

120081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120082 离退休时间 

120083 离退休人员类别 

120084 领取养老金标识 

120085 享受失业保险起始日期 

120086 失业待遇类别 

120087 应领取失业保险金月数 

120088 失业原因 

120089 发生工伤状态 

120090 工伤发生时间 

120091 伤害部位 

120092 工伤认定事故编号 

120093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120094 伤残等级 

120095 工伤待遇类别 

120096 生育待遇类别 

120097 生育待遇享受起始时间 

120098 生育待遇享受终止时间 

120099 住房公积金账号 

120100 参加公积金时间 

120101 本年缴存额 

120102 本年支取额 

120103 上年结转本金 

120104 上年结转利息 

120105 公积金余额 

120106 建筑物编码 

120107 房屋编码 

120108 产权证号 

120109 产权类型 

120110 房屋地址 

120111 住房来源 

120112 建筑面积 

120113 房屋名称 

120114 购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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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5 父亲姓名 

120116 父亲身份证件类型 

120117 父亲身份证件号码 

120118 母亲姓名 

120119 母亲身份证件类型 

120120 母亲身份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索引 

中文名称 内部标识符 

本年缴存额 120101 

本年支取额 120102 

兵役状况代码 120013 

参保单位名称 120077 

参保人姓名 120078 

参加工作时间 120052 

参加公积金时间 120100 

曾用名 120003 

产权类型 120109 

产权证号 120108 

出生地 110006 

出生日期 110005 

初婚日期 120042 

从业经历 120054 

从业状况 120053 

单位电话号码 120061 

单位经济类型 120063 

单位类别 120062 

单位所属行业 120064 

单位邮政编码 120060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120065 

电子信箱 120016 

定点医疗机构代码 120081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日期 120035 

发生工伤状态 120089 

房屋编码 120107 

房屋地址 120110 

房屋名称 120113 

父亲身份证件号码 120117 

父亲身份证件类型 120116 

父亲姓名 120115 

干部职务名称 120056 

个人参保日期 120075 

个人参保状态 1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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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待遇类别 120095 

工伤发生时间 120090 

工伤认定事故编号 120092 

工作单位 120058 

工作单位通信地址 120059 

公积金余额 120105 

公民身份号码 110001 

购房日期 120114 

国籍 120001 

行政职务级别 120055 

户籍登记地址 120026 

户口类别 120024 

婚姻登记承办机关代码 120051 

婚姻登记时间 120050 

婚姻状况 120041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建立日期 120080 

籍贯 120025 

计生证件发放日期 120040 

计生证件号码 120039 

计生证件类型 120038 

家族病史 120021 

建筑面积 120112 

建筑物编码 120106 

健康状况 120020 

结婚证字号 120049 

来深日期 120017 

劳动合同起始日期 120071 

劳动合同终止日期 120072 

离退休人员类别 120083 

离退休时间 120082 

联系电话 120014 

领取养老金标识 120084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效日期 120037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证件号码 120036 

民族 110004 

母亲身份证件号码 120120 

母亲身份证件类型 120119 

母亲姓名 120118 

男方身份证件号码 120045 

男方身份证件类型 120044 

男方姓名 120043 

年龄 120009 

女方身份证件号码 1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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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身份证件类型 120047 

女方姓名 120046 

取得资格时间 120070 

伤残等级 120094 

伤害部位 120091 

上年结转本金 120103 

上年结转利息 120104 

社会保障号码 120073 

身份证件号码 120005 

身份证件类型 120004 

身份证件签发单位 110007 

身高 120010 

生育待遇类别 120096 

生育待遇享受起始时间 120097 

生育待遇享受终止时间 120098 

失业待遇类别 120086 

失业原因 120088 

死亡标识 120022 

死亡日期 120023 

所学专业 120031 

通信地址 120018 

文化程度 120027 

险种类型 120076 

享受失业保险起始日期 120085 

性别 110003 

姓名 110002 

学历名称 120030 

学位 120028 

学位授予时间 120029 

血型 120011 

医疗参保人员类别 120079 

移动电话 120015 

英文名 120002 

应领取失业保险金月数 120087 

照片 110008 

证件截止有效日期 120007 

证件起始有效日期 120006 

政治面貌 120008 

职业类别 120067 

职业名称 120068 

职业资格等级 120066 

终止工伤保险待遇关系标志 120093 

住房公积金账号 1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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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来源 120111 

住址 120019 

专业技术职务 120057 

资格审批单位名称 120069 

宗教信仰代码 120012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120034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120032 

最高学历入学时间 1200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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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人口； 

——第3部分：法人； 

——第4部分：房屋。 

本部分为SZDB/Z 159-2015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深圳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市永兴元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卢新根、李苏、张英晖、肖冰、潘晓军、吴伟武、贾西贝、张敬平、王玲娟、

吴美、何茜、张军、陈秋宝、刘琴、王丽娟、吕勇、肖永舒、曾碧静、冷新波、倪易洲。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SZDB/Z 159.3-2015 

3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3 部分：法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人相关的数据元。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政务信息化建设、应用和管理。非法人机构，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 11643  公民身份号码 

GB 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T 12402-2000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T 12406-2008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GB/T 19488.2-2008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2部分：公共数据元目录 

GB/T 20091-2006  组织机构类型 

GB/T 23705-2009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注：数据可以由人工或自动的方式加工、处理。 

[GB/T 18391.1-2009，定义3.2.6]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描述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 

[GB/T 19488.1-2004，定义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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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数据元 electronic government data element 

政务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数据元。 

[GB/T 19488.1-2004，定义3.3] 

3.4  

对象类 object class 

可以对其界限和含义进行明确的标识，且特性和行为遵循相同规则的观念、抽象概念或现实世界中

事物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22] 

3.5  

特性 property 

一个对象类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特征。 

[GB/T 18391.1-2009，定义3.3.29] 

3.6  

表示 representation 

值域、数据类型的组合，必要时也包括计量单位或字符集。 

 [GB/T 19488.1-2004，定义3.8] 

3.7  

语境 context 

一个名称所用于的或所源自的应用环境或规程的描述。 

[GB/T 19488.1-2004，定义3.13] 

3.8  

值域 value domain 

允许值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38] 

3.9  

数据类型 date type 

用于表示数据元的符号、字符或其他表示的类型。 

3.10  

数据格式 date format 

从业务的角度规定的数据元值的格式需求，包括所允许的最大和/或最小字符长度，数据元值的表

示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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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关系 ralationship 

当前数据元与其他相关的数据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描述。表1给出了数据元的几种基本关系的表示

格式。 

表1 数据元基本关系的表示格式 

关系中文名称 关系表示词 关系描述 

派生关系 derive-from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继承关系，一个较为专用的数据元是由一个较为通用的数据

元加上某些限定词派生而来，例如“derive-from B”（B 是数据元的标识符，下

同），表明当前数据元由数据元 B 派生而来。 

组成关系 compose-of 
描述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个数据元是另外若干个数据元组成，例如：

“compose-of B、C、D”，表示当前数据元是由数据元 B、C、D 共同组成。 

替代关系 replace-of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替代关系，例如：“replace-of B”表明当前数据元替代了

数据元 B。 

连用关系 link-with 
描述了一个数据元与另外若干数据元一起使用的情况，例如：“link-with B、C、

D”，表明当前数据元需要和数据元 B、C、D 一起使用。 

3.12  

法人 juridical person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注：定义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 

4 法人数据元对象类关系 

根据法人数据元的特征，将法人数据元划分为10个对象类：法人基础信息、法人概况、法定代表人、

出资、注册或开办资金、市场管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分支机构、年检、税务信息。法人数据元对象类

关系模型见附录B图B.1。 

5 数据元目录 

5.1 基础信息 

5.1.1 组织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内部标识符： 210001 

中文全拼： zu-zhi-ji-gou-dai-ma 

英文名称： code of organization  

定义： 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机构赋予的一个全

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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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组织机构代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 11714中的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版本： V1.0 

5.1.2 登记或注册号 

中文名称： 登记或注册号 

内部标识符： 210002 

中文全拼： deng-ji-huo-zhu-ce-hao 

英文名称： registration number 

定义： 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事业单位证书号、社会团体登记证号等由

法人登记机构或批准机关核发的法人证书或批文上的注册号、登记号、

文号。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登记或注册号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4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此信息项不能为空 

版本： V1.0 

5.1.3 机构名称 

中文名称： 机构名称 

内部标识符： 210003 

中文全拼： ji-gou-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of organization 

定义： 一个机构的中文名称，该名称须经登记机关或批准机关所核准。一般使

用机构的全称。其中，机构包括由企业登记机关、机构编制管理机关、

社会团体登记机关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机构登记机关或批准机

关核准注册或登记的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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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机构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2001“机构名称”。  

版本： V1.0 

5.1.4 机构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机构英文名称 

内部标识符： 210004 

中文全拼： ji-gou-ying-wen-ming-cheng 

英文名称： organization name in English 

定义： 机构登记的英文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1.5 机构类型 

中文名称： 机构类型 

内部标识符： 210005 

中文全拼： ji-gou-lei-xing 

英文名称： organization type 

定义： 以企业登记机关、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和社会团体登记机关核定或确定的

类型为准，参照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机构登记或批准机关核定或

确定的类型。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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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 a..20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0091-2006中的组织机构类型与代码表，见附录 A的表 A.1。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1.6 机构类型代码 

中文名称： 机构类型代码 

内部标识符： 210006 

中文全拼： ji-gou-lei-xing-dai-ma 

英文名称： code of organization type 

定义： 机构类型的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类型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0091-2006中的组织机构类型与代码表，见附录 A的表 A.1。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1.7 机构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 机构联系电话 

内部标识符： 210007 

中文全拼： ji-gou-lian-xi-dian-hua 

英文名称： telephone number 

定义： 机构的联系电话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联系电话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完整的电话号码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

之间用“-”分割。允许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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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1.8 注册地址 

中文名称： 注册地址 

内部标识符： 210008 

中文全拼： zhu-ce-di-zhi 

英文名称： address of registration 

定义： 机构登记机关或批准机关核发的有效证照或批文上登记的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注册地址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可与《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4部分 房屋》中的“房屋编码”数据元连用。 

版本： V1.0 

5.1.9 批准或核准日期 

中文名称： 批准或核准日期 

内部标识符： 210009 

中文全拼： pi-zhun-huo-he-zhun-ri-qi 

英文名称： admission date 

定义： 机构取得成立资格的正式批准年月日。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批准或核准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1.10 批准或核准机构 

中文名称： 批准或核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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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210010 

中文全拼： pi-zhun-huo-he-zhun-ji-gou 

英文名称： admission authority 

定义： 批准机构成立资格的行政机关部门。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批准或核准机构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2001“机构名称”。  

版本： V1.0 

5.1.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内部标识符： 210011 

中文全拼： tong-yi-she-hui-xin-yong-dai-ma 

英文名称： uniform code of social credit 

定义：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从唯一、统一、共享、便民和低成

本转换等角度考虑，统一代码设计为 18位，由登记管理部门代码、机构

类别代码、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

校验码五个部分组成。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的相关规定。 

版本： V1.0 

5.2 扩展信息 

5.2.1 法人概况 

5.2.1.1 机构通讯地址 

中文名称： 机构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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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220001 

中文全拼： ji-gou-tong-xun-di-zhi 

英文名称： contact address 

定义： 机构的邮政通讯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通讯地址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可与《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4部分 房屋》中的“房屋编码”数据元连用。 

版本： V1.0 

5.2.1.2 邮政编码 

中文名称： 邮政编码 

内部标识符： 220002 

中文全拼： you-zheng-bian-ma 

英文名称： postcode 

定义： 法人所在地的邮政编码。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邮政编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6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中国地址邮政编码簿》。 

版本： V1.0 

5.2.1.3 机构传真号码 

中文名称： 机构传真号码 

内部标识符： 220003 

中文全拼： ji-gou-chuan-zhen-hao-ma 

英文名称： fax number 

定义： 机构的传真号码。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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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传真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完整的传真号码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

之间用“-”分割。  

版本： V1.0 

5.2.1.4 机构网址 

中文名称： 机构网址 

内部标识符： 220004 

中文全拼： ji-gou-wang-zhi 

英文名称： website of organization 

定义： 机构网站的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网址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5 机构电子信箱 

中文名称： 机构电子信箱 

内部标识符： 220005 

中文全拼： ji-gou-dian-zi-xin-xiang 

英文名称： email 

定义： 机构的电子邮件地址。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电子信箱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0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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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6 法定代表人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 

内部标识符： 220006 

中文全拼： fa-ding-dai-biao-ren 

英文名称： legal representative 

定义： 机构登记机关或批准机关核发的有效证照或批文上的法定代表人的姓

名。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法定代表人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派生而来。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2020“法定代表人”。  

版本： V1.0 

5.2.1.7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220007 

中文全拼： fa-ding-dai-biao-ren-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type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定义： 法定代表人所登记的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

称。 

语境： 
 

对象类词： 法定代表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2部分：人口》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与数据元“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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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8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220008 

中文全拼： fa-ding-dai-biao-r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定义： 法定代表人所登记的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法定代表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号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符合 GB 11643 要求。 

关系： 与数据元“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1.9 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 

内部标识符： 220009 

中文全拼： fa-ding-dai-biao-ren-yi-dong-dian-hua 

英文名称： mobile number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定义： 法定代表人的移动电话号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法定代表人 

特性词： 移动电话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3017“移动电话”。允许多个。 

版本： V1.0 

5.2.1.10 法定代表人国籍 

中文名称： 法定代表人国籍 

内部标识符： 220010 

中文全拼： fa-ding-dai-biao-ren-guo-ji 

英文名称： citizenship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定义： 公民所属的、并经认定具有特别地理和政治意义的国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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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法定代表人 

特性词： 国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40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2659中的国家的中文简称。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22“国籍”。  

版本： V1.0 

5.2.1.11 注册或开办资金金额 

中文名称： 注册或开办资金金额 

内部标识符： 220011 

中文全拼： zhu-ce-huo-kai-ban-zi-jin-jin-e 

英文名称： amount of registered capital 

定义： 机构在登记管理机构依法登记的注册资金总额。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注册或开办资金 

特性词： 金额 

表示词： 金额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20,4 

计量单位： 万元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2 注册或开办资金币种 

中文名称： 注册或开办资金币种 

内部标识符： 220012 

中文全拼： zhu-ce-huo-kai-ban-zi-jin-bi-zhong 

英文名称： type of currency 

定义： 机构在登记管理机构依法登记的注册资金所用币种。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注册或开办资金 

特性词： 币种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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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2406-2008规定的 3位数字代码。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3 职工人数 

中文名称： 职工人数 

内部标识符： 220013 

中文全拼： zhi-gong-ren-shu 

英文名称： employee number 

定义： 法人单位的职工人数。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职工人数 

表示词： 量 

数据类型： 数字型 

数据格式： n..8 

计量单位： 个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4 主管部门 

中文名称： 主管部门 

内部标识符： 220014 

中文全拼： zhu-guan-bu-men 

英文名称：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定义： 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名称。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主管部门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5 经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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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经济类型 

内部标识符： 220015 

中文全拼： jing-ji-lei-xing 

英文名称： economic category 

定义： 按不同资本(资金来源和资本组合方式)划分的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机构

的类别。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经济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2402-2000中的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表，见附录 A的表 A.2。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2011“经济类型”。  

版本： V1.0 

5.2.1.16 出资方类型代码 

中文名称： 出资方类型代码 

内部标识符： 220016 

中文全拼： chu-zi-fang-lei-xing-dai-ma 

英文名称： code of investor type 

定义： 出资方的类型。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人或机构 

特性词： 出资方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3 

关系： 
 

备注： 参考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类似的“股东类别”。 

版本： V1.0 

5.2.1.17 出资方名称 

中文名称： 出资方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17 

中文全拼： chu-zi-fang-ming-cheng 

英文名称： investor name 

定义： 出资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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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出资方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1.18 出资方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出资方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220018 

中文全拼： chu-zi-fang-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identity certificate name of investor 

定义： 出资人的身份证件类型代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2部分：人口》附录 A表 A.4中的名称。 

关系： 与数据元“出资方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1.19 出资方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出资方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220019 

中文全拼： chu-zi-fang-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identity certificate number of investor 

定义： 出资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号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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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符合 GB 11643 要求。 

关系： 与数据元“出资方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1.20 出资方式 

中文名称： 出资方式 

内部标识符： 220020 

中文全拼： chu-zi-fang-shi 

英文名称： The way of contribution 

定义： 出资的方式。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方式 

特性词： 方式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备注： 数据来源于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版本： V1.0 

5.2.2 市场管理 

5.2.2.1 经营范围 

中文名称： 经营范围 

内部标识符： 220021 

中文全拼： jing-ying-fan-wei 

英文名称： business scope 

定义： 机构登记机关或批准机关核发的有效证照或批文上登记的生产和经营商

品的类别、品种及服务项目等。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经营范围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40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2024“经营范围”。包括主营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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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营范围。  

版本： V1.0 

5.2.2.2 行业代码 

中文名称： 行业代码 

内部标识符： 220022 

中文全拼： hang-ye-dai-ma 

英文名称： code for industry 

定义： 机构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代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所属行业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5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4754-2011 中的代码。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2.3 行业名称 

中文名称： 行业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23 

中文全拼： hang-ye-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of industry 

定义： 按机构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划分的类别。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所属行业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4754-2011 中的类别名称。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2013“行业名称”。  

版本： V1.0 

5.2.2.4 登记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 登记机构代码 

内部标识符： 2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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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deng-ji-ji-gou-dai-ma 

英文名称： code of approval authority 

定义： 办理登记的机构代码。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代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 11714中的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版本： V1.0 

5.2.2.5 登记机构名称 

中文名称： 登记机构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25 

中文全拼： deng-ji-ji-gou-ming-cheng 

英文名称： industry and commerce registration institution 

定义： 办理登记的机构名称。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2.6 经营期限自 

中文名称： 经营期限自 

内部标识符： 220026 

中文全拼： jing-ying-qi-xian-zi 

英文名称： date of operation from 

定义： 企业经营期限的起始日期。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经营期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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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2.7 经营期限至 

中文名称： 经营期限至 

内部标识符： 220027 

中文全拼： jing-ying-qi-xian-zhi 

英文名称： date of operation to 

定义： 企业经营期限的截止日期。 

语境： 市场监管部门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经营期限至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2.8 组织机构代码证颁证日期 

中文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证颁证日期 

内部标识符： 220028 

中文全拼： zu-zhi-ji-gou-dai-ma-zheng-ban-zheng-ri-qi 

英文名称： issuing date of NOC certificate 

定义： 指向法人颁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日期。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组织机构代码证 

特性词： 颁证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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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2.9 组织机构代码证废置日期 

中文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证废置日期 

内部标识符： 220029 

中文全拼： zu-zhi-ji-gou-dai-ma-zheng-fei-zhi-ri-qi 

英文名称： cancelling date of NOC certificate 

定义： 组织机构代码证被废置的日期。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组织机构代码证 

特性词： 废置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2.10 年检年度 

中文名称： 年检年度 

内部标识符： 220030 

中文全拼： nian-jian-nian-du 

英文名称： annual inspection date 

定义： 法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机构编制部门、民政部门等法人登记机构进

行年检的年度。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年检 

特性词： 年度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年检结果”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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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1 年检结果 

中文名称： 年检结果 

内部标识符： 220031 

中文全拼： nian-jian-jie-guo 

英文名称： annual inspection result 

定义： 法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机构编制部门、民政部门等法人登记机构进

行年检的情况。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年检 

特性词： 结果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 “年检年度”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5.2.2.12 分支机构组织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 分支机构组织机构代码 

内部标识符： 220032 

中文全拼： fen-zhi-ji-gou-zu-zhi-ji-gou-dai-ma 

英文名称： national organization code of branch 

定义： 由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根据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赋予法人

所属分支机构的组织机构代码号。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分支机构 

特性词： 组织机构代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 11714中的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版本： V1.0 

5.2.2.13 分支机构名称 

中文名称： 分支机构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33 

中文全拼： fen-zhi-ji-gou-mi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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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name of branch 

定义： 由法人登记机构核准注册、备案或由批准机关批准的法人所属分支机构

名称。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分支机构 

特性词： 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2.14 分支机构地址 

中文名称： 分支机构地址 

内部标识符： 220034 

中文全拼： fen-zhi-ji-gou-di-zhi 

英文名称： domicile of branch 

定义： 指登记机构注册、备案、或批准机关批准的法人所属分支机构主要办事

机构所在地地址，包括所在行政区划名称，乡（镇）、村、街名称和门

牌号。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分支机构 

特性词： 地址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可与《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4部分 房屋》中的“房屋编码”数据元连用。  

版本： V1.0 

5.2.3 税务信息 

5.2.3.1 纳税人识别号 

中文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内部标识符： 220035 

中文全拼： na-shui-ren-shi-bie-hao 



 SZDB/Z 159.3-2015 

26 

英文名称：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定义： 税务登记证上的纳税人识别号。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纳税人识别号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2 国税信息 

5.2.3.2.1 国税纳税人识别号 

中文名称： 国税纳税人识别号 

内部标识符： 220036 

中文全拼： guo-shui-na-shui-ren-shi-bie-hao 

英文名称：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国税税务登记证上的纳税人识别号。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国税纳税人识别号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2.2 国税纳税编码 

中文名称： 国税纳税编码 

内部标识符： 220037 

中文全拼： guo-shui-na-shui-bian-ma 

英文名称： taxpayer code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国税税务登记证上的纳税编码。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国税纳税人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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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2.3 国税纳税人名称 

中文名称： 国税纳税人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38 

中文全拼： guo-shui-na-shui-ren-ming-cheng 

英文名称： taxpayer name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国税纳税人名称。 

语境： 国税部门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2.4 国税纳税人状态 

中文名称： 国税纳税人状态 

内部标识符： 220039 

中文全拼： guo-shui-na-shui-ren-zhuang-tai 

英文名称： taxpayer status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国税纳税人所处的登记状态。 

语境： 国税部门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状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5。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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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版本： V1.0 

5.2.3.2.5 国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中文名称： 国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内部标识符： 220040 

中文全拼： guo-shui-na-shui-ren-zhuang-tai-bian-geng-shi-jian 

英文名称： taxpayer status changes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国税纳税人所处登记状态的变更时间。 

语境： 国税部门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状态变更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国税纳税人状态”连用。 

备注： 符合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展

格式。  

版本： V1.0 

5.2.3.2.6 国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中文名称： 国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41 

中文全拼： guo-shui-shui-wu-deng-ji-ji-guan-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of tax registration organ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国税税务登记证上的登记机关全称。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国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2.7 国税税务登记日期 

中文名称： 国税税务登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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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220042 

中文全拼： guo-shui-shui-wu-deng-ji-ri-qi 

英文名称： establishment date of tax registration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法人办理国税税务（设立）核准登记日期。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国税税务登记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3.2.8 国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中文名称： 国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内部标识符： 220043 

中文全拼： guo-shui-shui-wu-deng-ji-zhu-xiao-ri-qi 

英文名称： cancellation date of tax registration of state taxation bureau 

定义： 法人注销国税税务登记日期。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法人注销税务登记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3.3 地税信息 

5.2.3.3.1 地税纳税人识别号 

中文名称： 地税纳税人识别号 

内部标识符： 220044 

中文全拼： di-shui-na-shui-ren-shi-bie-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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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地税税务登记证上的纳税人识别号。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地税纳税人识别号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3.2 地税纳税编码 

中文名称： 地税纳税编码 

内部标识符： 220045 

中文全拼： di-shui-na-shui-bain-ma 

英文名称： taxpayer code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地税税务登记证上的纳税编码。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地税纳税编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3.3 地税纳税人名称 

中文名称： 地税纳税人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46 

中文全拼： di-shui-na-shui-ren-ming-cheng 

英文名称： taxpayer name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地税纳税人的名称。 

语境： 税务登记 

对象类词： 纳税人 

特性词： 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SZDB/Z 159.3-2015 

31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3.4 地税纳税人状态 

中文名称： 地税纳税人状态 

内部标识符： 220047 

中文全拼： di-shui-na-shui-ren-zhuang-tai 

英文名称： taxpayer status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地税纳税人所处的登记状态。 

语境： 税务登记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状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5。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3.5 地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中文名称： 地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内部标识符： 220048 

中文全拼： di-shui-na-shui-ren-zhuang-tai-bian-geng-shi-jian 

英文名称： taxpayer status changes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地税纳税人所处登记状态的变更时间。 

语境： 税务登记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状态变更时间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地税纳税人状态”连用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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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5.2.3.3.6 地税主管税务机关 

中文名称： 地税主管税务机关 

内部标识符： 220049 

中文全拼： di-shui-zhu-guan-shui-wu-ji-guan 

英文名称： local competent tax authorities 

定义： 纳税人地税主管税务机关的编码。 

语境： 税务登记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主管部门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1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3.7 地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中文名称： 地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内部标识符： 220050 

中文全拼： di-shui-shui-wu-deng-ji-ji-guan-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of tax registration organ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地税税务登记证的登记机关全称。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地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5.2.3.3.8 地税税务登记日期 

中文名称： 地税税务登记日期 

内部标识符： 220051 

中文全拼： di-shui-shui-wu-deng-ji-ri-qi 



 SZDB/Z 159.3-2015 

33 

英文名称： establishment date of tax registration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法人办理地税税务（设立）核准登记日期。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地税税务登记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5.2.3.3.9 地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中文名称： 地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内部标识符： 220052 

中文全拼： di-shui-shui-wu-deng-ji-zhu-xiao-ri-qi 

英文名称： cancellation date of tax registration of local taxation bureau 

定义： 法人注销地税税务登记的日期。 

语境：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交换领域的相关业务及信息系统 

对象类词： 税务登记 

特性词： 地税注销税务登记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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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据元值域及代码 

A.1 机构类型代码 

机构类型代码采用GB/T 20091-2006规定的代码，见表A.1。 

表A.1 机构类型代码 

分类 代码 机构类型 具体内容 

1  企业  

 11 公司 在我国境内开设的股份有限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 

 13 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除公司之外的，经国家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颁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 

 15 企业分支机构 经国家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颁发《营业执照》的

各类企业 

 17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

企业 

经国家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颁发《个人独资企业

营业执照》和《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 

 19 其他企业 经国家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国外公司常驻代表机

构、办事机构等 

3  机关  

 31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工

作机构 

 32 国家权力机关法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 

 33 国家行政机关法人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及地区行政行署 

 34 国家司法机关法人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 

 35 政协组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办事

机构 

 36 民主党派 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

等中央和地方各级工作机构 

 37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

队 

略 

 39 其他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的分支机构和排

除机构，以及其他依法成立的机关 

5  事业单位  

 51 事业单位法人 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取得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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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代码 机构类型 具体内容 

 53 事业单位分支、派出

机构 

上述事业单位法人的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59 其他事业单位 其他未列明的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 

7  社会团体  

 71 社会团体法人 1.中央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 21 个群众团体，包括中华

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法学会、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红

十字总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宋庆龄基金会、黄埔军校同学

会、欧美同学会、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华纸业教育社、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2.经民政部和地方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颁发《社会团体法人证

书》的各类社会团体 

 73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

机构 

经民政部和地方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颁发《社会团体分支机构

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的社会团体分支

机构或代表机构 

 79 其他社会团体 其他未列明的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 

9  其他组织机构  

 91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政部和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法

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证书》、《民办

非企业单位（个体）登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93 基金会 民政部和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办法《基金会法人登记证

书》的基金会 

 94 宗教活动场所 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颁发登记证书的

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95 农村村民委员会 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

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村民委员会 

 96 城市居民委员会 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居民委员会的设立 

 97 自定义区 由各应用部门自行确定的组织机构类型，不作为交换使用 

 99 其他未列明的组织机

构 

包括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驻我国境内机构 

A.2 经济类型分类代码 

经济类型分类代码采用GB/T 12402-2000规定的代码，见表A.2。 

表A.2 经济类型分类代码 

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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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代码 经济类型名称 

100 内资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10 国有全资 175 个体经营 

120 集体全资 179 其他私有 

130 股份合作 190 其他内资 

140 联营 200 港、澳、台投资 

141 国有联营 210 内地和港、澳、台合资 

142 集体联营 220 内地和港、澳、台合作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230 港、澳、台独资 

149 其他联营 24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0 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151 国有独资（公司） 300 国外投资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10 中外合资 

160 股份有限（公司） 320 中外合作 

170 私有 330 外资 

171 私有独资 340 国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2 私有合伙 390 其他国外投资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900 其他 

A.3 出资方类型代码 

出资方类型代码见表A.3。 

表A.3 出资方类型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 法人股东 70 普通合伙人 

11 企业法人 71 有限合伙人 

12 事业法人 80 母公司 

13 社团法人 81 子公司 

14 机关法人 82 参股公司 

20 自然人 83 其他企业法人 

30 外国（地区）投资者 84 事业单位法人 

31 港澳台投资者 85 社会团体法人 

32 外国投资者 90 无限责任 

40 中方（承料方） 91 特殊普通合伙人责任 

41 外方（来料方） 92 有限责任 

42 商务单位 93 农民 

50 市场 94 非农民 

60 主管单位 99 其他投资者 

A.4 出资方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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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方式代码见表A.4。 

表A.4 出资方式代码 

代码 名称 

1 货币 

2 实物 

3 知识产权 

4 土地所有权 

5 劳务和信用出资 

A.5 纳税人状态代码 

纳税人状态见表 A.5。 

表A.5 纳税人状态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0 筹建期 70 临时纳税人 

21 开业 71 临商户 

30 停业 72 报验户 

40 非正常 73 报验注销户 

50 注销 99 其他 

59 待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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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法人数据元框架 

法人基础信息

税务信息

法人概况

机构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机构传真号码
机构网址
机构电子信箱
职工人数
主管部门
经济类型
出资方式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
法定代表人国籍

注册或开办资金

注册或开办资金金额
注册或开办资金币种

组织机构代码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颁证日期
组织机构代码证废置日期

年检

年检年度
年检结果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组织机构代码
分支机构名称
分支机构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或注册号
机构名称
机构英文名称
机构类型
机构类型代码
机构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批准或核准日期
批准或核准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出资

出资方类型
出资方名称
出资方证件类型
出资方证件号码

纳税人识别号
国税纳税人识别号
国税纳税编码
国税纳税人名称
国税纳税人状态
国税纳税登记机关名称
国税税务登记日期
国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地税纳税人识别号
地税纳税编码
地税纳税人名称
地税纳税人状态
地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地税主管税务机关
地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地税税务登记日期
地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经营范围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经营期限自
经营期限至
登记机构代码
登记机构名称

市场管理

 

图B.1 法人数据元对象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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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内部标识符索引 

内部标识符 中文名称 

210001 组织机构代码 

210002 登记或注册号 

210003 机构名称 

210004 机构英文名称 

210005 机构类型 

210006 机构类型代码 

210007 机构联系电话 

210008 注册地址 

210009 批准或核准日期 

210010 批准或核准机构 

2100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20001 机构通讯地址 

220002 邮政编码 

220003 机构传真号码 

220004 机构网址 

220005 机构电子信箱 

220006 法定代表人 

220007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220008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220009 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 

220010 法定代表人国籍 

220011 注册或开办资金金额 

220012 注册或开办资金币种 

220013 职工人数 

220014 主管部门 

220015 经济类型 

220016 出资方类型 

220017 出资方名称 

220018 出资方证件类型 

220019 出资方证件号码 

220020 出资方式 

220021 经营范围 

220022 行业代码 

220023 行业名称 

220024 登记机构代码 

220025 登记机构名称 

220026 经营期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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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7 经营期限至 

220028 组织机构代码证颁证日期 

220029 组织机构代码证废置日期 

220030 年检年度 

220031 年检结果 

220032 分支机构组织机构代码 

220033 分支机构名称 

220034 分支机构地址 

220035 纳税人识别号 

220036 国税纳税人识别号 

220037 国税纳税编码 

220038 国税纳税人名称 

220039 国税纳税人状态 

220040 国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220041 国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220042 国税税务登记日期 

220043 国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220044 地税纳税人识别号 

220045 地税纳税编码 

220046 地税纳税人名称 

220047 地税纳税人状态 

220048 地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220049 地税主管税务机关 

220050 

220051 

220052 

地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地税税务登记日期 

地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中文名称索引 

中文名称 内部标识符 

出资方类型 220016 

出资方名称 220017 

出资方式 220020 

出资方证件号码 220019 

出资方证件类型 220018 

登记或注册号 210002 

登记机构代码 220024 

登记机构名称 220025 

地税纳税编码 220045 

地税纳税人名称 220046 

地税纳税人识别号 220044 

地税纳税人状态 220047 

地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220048 

地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2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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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税务登记日期 220051 

地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220052 

地税主管税务机关 220049 

法定代表人 220006 

法定代表人国籍 220010 

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 220009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220008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220007 

分支机构地址 220034 

分支机构名称 220033 

分支机构组织机构代码 220032 

国税纳税编码 220037 

国税纳税人名称 220038 

国税纳税人识别号 220036 

国税纳税人状态 220039 

国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 220040 

国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 220041 

国税税务登记日期 220042 

国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 220043 

行业代码 220022 

行业名称 220023 

机构传真号码 220003 

机构电子信箱 220005 

机构类型 210005 

机构类型代码 210006 

机构联系电话 210007 

机构名称 210003 

机构通讯地址 220001 

机构网址 220004 

机构英文名称 210004 

经济类型 220015 

经营范围 220021 

经营期限至 220027 

经营期限自 220026 

纳税人识别号 220035 

年检结果 220031 

年检年度 220030 

批准或核准机构 210010 

批准或核准日期 2100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10011 

邮政编码 220002 

职工人数 2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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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220014 

注册地址 210008 

注册或开办资金币种 220012 

注册或开办资金金额 220011 

组织机构代码 210001 

组织机构代码证颁证日期 

组织机构代码证废置日期 

220028 

22002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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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人口； 

——第3部分：法人； 

——第4部分：房屋。 

本部分为SZDB/Z 159-2015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深圳市电子政务资源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市永兴元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卢新根、李苏、张英晖、肖冰、潘晓军、吴伟武、贾西贝、张敬平、王玲娟、

吴美、何茜、张军、陈秋宝、刘琴、王丽娟、吕勇、肖永舒、曾碧静、冷新波、倪易洲。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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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4 部分：房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房屋相关的数据元。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政务信息化建设、应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1.1-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第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 11643  公民身份号码 

GB/T 16831-2013  基于坐标的地理点位置标准表示法 

GB/T 17986.1  房产测量规范 第1单元：房产测量规定 

GB/T 17986.2  房产测量规范 第2单元：房产图图式 

GB/T 19488.2-2008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2部分：公共数据元目录 

GB/T 23705-2009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SZJG/T 22-2006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注：数据可以由人工或自动的方式加工、处理。 

[GB/T 18391.1-2009，定义3.2.6] 

3.2  

数据元 data element 

用一组属性描述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 

[GB/T 19488.1-2004，定义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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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数据元 electronic government data element 

政务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数据元。 

[GB/T 19488.1-2004，定义3.3] 

3.4  

对象类 object class 

可以对其界限和含义进行明确的标识，且特性和行为遵循相同规则的观念、抽象概念或现实世界中

事物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22] 

3.5  

特性 property 

一个对象类所有成员所共有的特征。 

[GB/T 18391.1-2009，定义3.3.29] 

3.6  

表示 representation 

值域、数据类型的组合，必要时也包括计量单位或字符集。 

[GB/T 19488.1-2004，定义3.8] 

3.7  

语境 context 

一个名称所用于的或所源自的应用环境或规程的描述。 

[GB/T 19488.1-2004，定义3.13] 

3.8  

值域 value domain 

允许值的集合。 

[GB/T 18391.1-2009，定义3.3.38] 

3.9  

数据类型 date type 

用于表示数据元的符号、字符或其他表示的类型。 

3.10  

数据格式 date format 

从业务的角度规定的数据元值的格式需求，包括所允许的最大和/或最小字符长度，数据元值的表

示格式等。 



 SZDB/Z 159.4-2015 

5 

3.11  

关系 ralationship 

当前数据元与其他相关的数据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描述。表1给出了数据元的几种基本关系的表示

格式。 

表1 数据元基本关系的表示格式 

关系中文名称 关系表示词 关系描述 

派生关系 derive-from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继承关系，一个较为专用的数据元是由一个较为通用的数据

元加上某些限定词派生而来，例如“derive-from B”（B 是数据元的标识符，下

同），表明当前数据元由数据元 B 派生而来。 

组成关系 compose-of 
描述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个数据元是另外若干个数据元组成，例如：

“compose-of B、C、D”，表示当前数据元是由数据元 B、C、D 共同组成。 

替代关系 replace-of 
描述了数据元之间的替代关系，例如：“replace-of B”表明当前数据元替代了

数据元 B。 

连用关系 link-with 
描述了一个数据元与另外若干数据元一起使用的情况，例如：“link-with B、C、

D”，表明当前数据元需要和数据元 B、C、D 一起使用。 

3.12  

建筑物 building 

指具有顶盖、梁柱、墙壁、基础，能够形成一定的内部空间，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及其他活动需要

的工程实体。不包括构筑物（如纪念碑、单位大门、围墙、广告牌位、标示物、桥梁、涵洞、地下室通

风口等）和小型建筑小品（如独立的亭子、有顶盖的观景平台、独立的花架连廊、人防出入口、电话亭、

治安岗亭、建筑面积小于10平方米的单位门房等）。搭建物（如工棚、窝棚、菜棚、看守棚等）和代用

物（如用作建筑物使用的集装箱、大型包装箱、废旧汽车、船体及火车车厢）作为临时建筑物，在编码

时区别表示。 

注：定义来源于SZDB/Z 26-2010《建筑物基本指标、功能分类及编码》。 

3.13  

房屋 house 

房屋是指建筑在特定地块上的形成固定空间、供人居住、从事营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建筑物。 

4 数据元目录 

4.1 基础信息 

4.1.1 建筑物编码 

中文名称： 建筑物编码 

内部标识符： 310001 

中文全拼： jian-zhu-wu-bian-ma 

英文名称： building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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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以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网格内的建筑物

进行编码，并将建筑物的位置及编码准确的标注在地图上。 

语境：  

对象类词： 建筑物 

特性词： 建筑物编码 

表示词： 编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9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SZDB/Z 4-2006《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SZDB/Z 26—2010《建

筑物基本指标、功能分类及编码》。 

版本： V1.0  

4.1.2 房屋编码 

中文名称： 房屋编码 

内部标识符： 310002 

中文全拼： fang-wu-bian-ma 

英文名称： building code 

定义： 以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网格内的建筑物

内的房屋进行编码，并将房屋进行编码及地图标注，使全市所有房屋都

有唯一标示和准确定位。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房屋编码 

表示词： 编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5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SZDB/Z 4-2006《深圳市统一空间基础网格》，SZDB/Z 26—2010《建

筑物基本指标、功能分类及编码》中建筑物编码的规则与方法。 

版本： V1.0  

4.1.3 房屋名称 

中文名称： 房屋名称 

内部标识符： 310003 

中文全拼： fang-wu-ming-cheng 

英文名称： name of building 

定义： 房屋的名称。可用小区名+楼栋号+房间号表示。 

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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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房屋名称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1.4 房屋地理坐标 

中文名称： 房屋地理坐标 

内部标识符： 310004 

中文全拼： fang-wu-di-li-zuo-biao 

英文名称： coordinate 

定义： 房屋的地理坐标值。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坐标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16831-2013。  

版本： V1.0  

4.1.5 房屋类型 

中文名称： 房屋类型 

内部标识符： 310005 

中文全拼： fang-wu-lei-xing 

英文名称： building type 

定义： 房屋的类型。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房屋类型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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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 房屋类型代码，代码取值参见附录 A.1中的 07 房屋，格式为大类代码加

小类代码。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1.6 房屋用途 

中文名称： 房屋用途 

内部标识符： 310006 

中文全拼： fang-wu-yong-tu 

英文名称： usage of the house 

定义： 房屋的设计用途。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房屋用途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2 

计量单位： 
 

值域： GB/T 17986.1-2000附录 A表 A6中的分类与代码表，见本标准附录 A的

表 A.2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 扩展信息 

4.2.1 门楼牌号 

中文名称： 门楼牌号 

内部标识符： 320001 

中文全拼： men-lou-pai-hao 

英文名称： house number 

定义： 房屋的门楼牌号。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门楼牌号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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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4.2.2 建筑面积 

中文名称： 建筑面积 

内部标识符： 320002 

中文全拼： jian-zhu-mian-ji 

英文名称： construction area 

定义： 房屋的建筑面积。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建筑面积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17986.1-2000和 GB/T 17986.2-2000、SZJG/T 22-2006的要

求。 

版本： V1.0  

4.2.3 房屋地址 

中文名称： 房屋地址 

内部标识符： 320003 

中文全拼： fang-wu-di-zhi 

英文名称： building address 

定义： 房屋的地址。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房屋地址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  

版本： V1.0  

4.2.4 所在街道 

中文名称： 所在街道 

内部标识符： 3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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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suo-zai-jie-dao 

英文名称： street 

定义： 房屋所在街道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所在街道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5 所在街道代码 

中文名称： 所在街道代码 

内部标识符： 320005 

中文全拼： suo-zai-jie-dao-dai-ma 

英文名称： the code of street 

定义： 房屋所在街道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所在街道代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9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6 所在社区 

中文名称： 所在社区 

内部标识符： 320006 

中文全拼： suo-zai-she-qu 

英文名称： community 

定义： 房屋所在社区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所在社区 

表示词：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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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7 所在社区代码 

中文名称： 所在社区 

内部标识符： 320007 

中文全拼： suo-zai-she-qu-dai-ma 

英文名称： the code of community 

定义： 房屋所在社区代码。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所在社区代码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2 

计量单位： 
 

值域： 见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8 产权证编号 

中文名称： 产权证编号 

内部标识符： 320008 

中文全拼： chan-quan-zheng-bian-hao 

英文名称： property rights certificate number 

定义： 房屋的产权证编号。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产权证编号 

表示词： 编号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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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V1.0  

4.2.9 产权证类型 

中文名称： 产权证类型 

内部标识符： 320009 

中文全拼： chan-quan-zheng-lei-xing 

英文名称： property rights certificate's type 

定义： 房屋的产权证类型。 

语境：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产权证类型 

表示词： 类型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2 

计量单位： 
 

值域： 产权证类型代码，代码取值参见附录 A的表 A.3。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10 产权人名称 

中文名称： 产权人名称 

内部标识符： 320010 

中文全拼： chan-quan-ren-ming-cheng 

英文名称： property name 

定义： 房屋产权的所有人。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产权人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11 产权人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产权人身份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320011 

中文全拼： chan-quan-ren-shen-fen-zheng-jian-le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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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property ID type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2部分：人口》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与数据元“产权人身份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4.2.12 产权人身份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产权人身份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320012 

中文全拼： chan-quan-ren-shen-f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property ID number 

定义： 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产权人身份证号码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4“身份证件号码”。  

版本： V1.0  

4.2.13 产权人住址 

中文名称： 产权人住址 

内部标识符： 320013 

中文全拼： chan-quan-ren-zhu-zhi 

英文名称： property address 

定义： 房屋的产权人住址。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产权人住址 

表示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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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14 产权人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 产权人联系电话 

内部标识符： 320014 

中文全拼： chan-quan-ren-lian-xi-dian-hua 

英文名称： property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定义： 产权人的联系电话号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联系电话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完整的电话号码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

之间用“-”分割。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3015“联系电话”。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15 租赁管理机构 

中文名称： 租赁管理机构 

内部标识符： 320015 

中文全拼： zu-lin-guan-li-ji-gou 

英文名称： lease management agencies 

定义： 租赁管理机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机构 

特性词： 租赁管理机构 

表示词： 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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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版本： V1.0  

4.2.16 承租人姓名 

中文名称： 承租人姓名 

内部标识符： 320016 

中文全拼： cheng-zu-ren-xing-ming 

英文名称： lessee name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姓氏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派生而来。 

备注：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 “姓名”派生而来。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17 租赁合同编号 

中文名称： 租赁合同编号 

内部标识符： 320017 

中文全拼： zu-lin-he-tong-bian-hao 

英文名称： the lease contract number 

定义： 租赁房屋的合同编号。 

语境： 
 

对象类词： 租赁合同 

特性词： 租赁合同编号 

表示词： 编号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18 租用期限 

中文名称： 租用期限 

内部标识符： 3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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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拼： zu-yong-qi-xian 

英文名称： lease period 

定义： 房屋的租用截止期限。 

语境： 
 

对象类词： 租赁合同 

特性词： 期限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4.2.19 建设单位 

中文名称： 建设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19 

中文全拼： jian-she-dan-wei 

英文名称：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定义： 房屋的建设单位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建设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20 设计单位 

中文名称： 设计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20 

中文全拼： she-ji-dan-wei 

英文名称： design organization 

定义： 房屋的设计单位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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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21 勘察单位 

中文名称： 勘察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21 

中文全拼： kan-cha-dan-wei 

英文名称： investigation unit 

定义： 房屋的勘察单位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勘察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22 施工单位 

中文名称： 施工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22 

中文全拼： shi-gong-dan-wei 

英文名称：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定义： 房屋的施工单位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施工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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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版本： V1.0  

4.2.23 监理单位 

中文名称： 监理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23 

中文全拼： jian-li-dan-wei 

英文名称： supervision units 

定义： 房屋的监理单位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监理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版本： V1.0  

4.2.24 开工日期 

中文名称： 开工日期 

内部标识符： 320024 

中文全拼： kai-gong-ri-qi 

英文名称： starting date of a project 

定义： 房屋的建设开工日期。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开工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4.2.25 竣工日期 

中文名称： 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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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标识符： 320025 

中文全拼： jun-gong-ri-qi 

英文名称： completion date 

定义： 房屋的建设竣工日期。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房屋 

特性词： 竣工日期 

表示词： 日期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数据格式： YYYYMMDD或 YYYY-MM-DD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7408中的日历日期，YYYYMMDD为基本格式，YYYY-MM-DD为扩

展格式。  

版本： V1.0  

4.2.26 业主姓名 

中文名称： 业主姓名 

内部标识符： 320026 

中文全拼： ye-zhu-xing-ming 

英文名称： name of owner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姓氏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派生而来。 

备注：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 “姓名”派生而来。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27 业主住址 

中文名称： 业主住址 

内部标识符： 320027 

中文全拼： ye-zhu-zhu-zhi 

英文名称： the owner address 

定义： 房屋的业主住址。 

语境：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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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住址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2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符合 GB/T 23705-2009中的相关规定。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28 业主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业主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320028 

中文全拼： ye-zhu-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owner ID type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2部分：人口》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与数据元“业主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4.2.29 业主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业主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320029 

中文全拼： ye-zhu-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owner ID number 

定义： 身份证件上记载的、可唯一标识个人身份的号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证件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SZDB/Z 159.4-2015 

21 

关系： 与数据元“业主证件类别”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4.2.30 业主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 业主联系电话 

内部标识符： 320030 

中文全拼： ye-zhu-lian-xi-dian-hua 

英文名称： the phone number of the owners 

定义： 业主的联系电话号码。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联系电话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完整的电话号码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

之间用“-”分割。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3015“联系电话”。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31 业主工作单位 

中文名称： 业主工作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31 

中文全拼： ye-zhu-gong-zuo-dan-wei 

英文名称： the unit of work 

定义： 房屋的业主工作单位。 

语境： 通用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工作单位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2001“机构名称”。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32 居住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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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居住人姓名 

内部标识符： 320032 

中文全拼： ju-zhu-ren-xing-ming 

英文名称： residence name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姓氏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派生而来。 

备注：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 “姓名”派生而来。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33 居住人性别 

中文名称： 居住人性别 

内部标识符： 320033 

中文全拼： ju-zhu-ren-xing-bie 

英文名称： people living in gender 

定义： 居住人的基本生理特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性别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2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1010“性别”。 

版本： V1.0  

4.2.34 居住人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 居住人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320034 

中文全拼： ju-zhu-ren-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resident ID type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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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2部分：人口》附录 A的表 A.4。 

关系： 与数据元“居住人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4.2.35 居住人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居住人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320035 

中文全拼： ju-zhu-r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resident ID number 

定义： 居住人的身份证件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号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居民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4.2.36 居住人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 居住人联系电话 

内部标识符： 320036 

中文全拼： ju-zhu-ren-lian-xi-dian-hua 

英文名称： residence telephone 

定义： 居住人的联系电话号码。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联系电话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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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备注： 完整的电话号码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

之间用“-”分割。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3015“联系电话”。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37 居住人工作单位 

中文名称： 居住人工作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37 

中文全拼： ju-zhu-ren-gong-zuo-dan-wei 

英文名称： live work units 

定义： 房屋居住人工作单位。 

语境：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工作单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10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2001“机构名称”。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38 使用人姓名 

中文名称： 使用人姓名 

内部标识符： 320038 

中文全拼： shi-yong-ren-xing-ming 

英文名称： user's name 

定义： 在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人事档案中正式记载的姓氏名称。 

语境： 办公楼、商铺、厂房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姓名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姓名”派生而来。 

备注： 从 GB/T 19488.2-2008数据元 01001 “姓名”派生而来。允许多个。  

版本： V1.0  

4.2.39 使用人证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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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使用人证件类型 

内部标识符： 320039 

中文全拼： shi-yong-ren-zheng-jian-lei-xing 

英文名称： the ID type of the user 

定义： 由特定机构颁发的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的名称。 

语境： 办公楼、商铺、厂房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件类型 

表示词： 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n..50 

计量单位： 
 

值域： 见《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2 部分：人口》附录 A 的表 A.4。 

关系： 与数据元“使用人证件号码”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4.2.40 使用人证件号码 

中文名称： 使用人证件号码 

内部标识符： 320040 

中文全拼： shi-yong-ren-zheng-jian-hao-ma 

英文名称： the ID number of the user 

定义： 厂房使用人身份证号码。 

语境： 办公楼、商铺、厂房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身份证号码 

表示词： 号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30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与数据元“使用人证件类型”连用。 

备注： 
 

版本： V1.0  

4.2.41 使用人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 使用人联系电话 

内部标识符： 320041 

中文全拼： shi-yong-ren-lian-xi-dian-hua 

英文名称： the telephone of the user 

定义： 使用人的联系电话号码。 

语境： 办公楼、商铺、厂房 



 SZDB/Z 159.4-2015 

26 

对象类词： 人 

特性词： 联系电话 

表示词： 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数据格式： an..18 

计量单位： 
 

值域： 
 

关系： 
 

备注： 完整的电话号码包括国际区号、国内长途区号、本地电话号和分机号，

之间用“-”分割。 等同 GB/T 19488.2-2008 数据元 03015“联系电话”。

允许多个。 

版本：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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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据元值域及代码 

A.1 城市部件代码 

城市部件代码见表A.1。 

表A.1 城市部件代码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代码 小类名称 大类代码 大类名称 小类代码 小类名称 

01 公共设施 

01 上水井盖 

02 道路交通 

12 存车支架 

02 污水井盖 13 路名牌 

03 雨水井盖 14 交通信号设施 

04 雨水箅子 15 道路信息显示屏 

05 电力井盖 16 道路隔音屏 

06 路灯井盖 17 交通岗亭 

07 通讯井盖 

03 市容环境 

01 公共厕所 

08 电视井盖 02 化粪池 

09 网络井盖 03 公厕指示牌 

10 热力井盖 04 垃圾间（楼） 

11 燃气井盖 05 垃圾箱 

12 公安井盖 06 灯箱霓虹灯 

13 消防设施 07 广告牌匾 

14 无主井盖 08 环保监测站 

15 通讯交接箱 09 气象监测站 

16 电力设施 10 污水口监测站 

17 立杆 11 噪声显示屏 

18 路灯 

04 园林绿化 

01 古树名木 

19 地灯 02 行道树 

20 景观灯 03 护树设施 

21 报刊亭 04 花架花钵 

22 电话亭 05 绿地 

23 邮筒 06 雕塑 

24 信息亭 07 街头坐椅 

25 自动售货机 08 绿地护栏 

26 健身设施 09 绿地维护设施 

27 中水井盖 10 喷泉 

28 公交井盖 05 房屋土地 01 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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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输油（气）

井盖 
02 人防工事 

30 特殊井盖 03 公房地下室 

31 民用水井 

06 其他设施 

01 重大危险源 

32 供水器 02 工地 

33 高压线铁塔 03 水域附属设施 

34 变压器（箱） 04 水域护栏 

35 
燃气调压站

（箱） 
05 港监设施 

36 监控电子眼 06 防汛墙 

37 售货亭 

07 房屋 

01 住宅 

38 治安岗亭 02 办公楼 

02 道路交通 

01 停车场 03 商铺 

02 停车咪表 04 厂房 

03 公交站亭 21 扩展部件   

04 出租车站牌 

 

05 过街天桥 

06 地下通道 

07 高架立交桥 

08 跨河桥 

09 交通标志牌 

10 交通信号灯 

11 交通护栏 

A.2 房屋用途代码 

房屋用途采用GB/T 17986.1-2000附录A的表A6的代码，代码见表A.2，  

表A.2 房屋用途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含义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0 

住 

宅 

11 成套住宅 
指由若干卧室、起居室、厨房、卫生间、室内走道或客厅等组成的供一户使用

的房屋。 

12 非成套住宅 指人们生活居住的但不成套的房屋。 

13 集体宿舍 
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单身职工、学生居住的房屋。集体宿舍是住宅的

一部分。 

20 

 

工业 

 

 

交 

 

21 工业 指独立设置的各类工厂、车间、手工作坊、发电厂等从事生产活动的房屋。 

22 公用设施 
指自来水、泵站、污水处理、变电、燃气、供热、垃圾处理、环卫、公厕、殡

葬、消防等市政公用设施的房屋。 

23 铁路 指铁路系统从事铁路运输的房屋。 

24 民航 指民航系统从事民航运输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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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含义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通 

 

仓储 

25 航运 指航运系统从事水路运输的房屋。 

26 公交运输 指公路运输、公共交通系统从事客、货运输、装卸、搬运的房屋。 

27 仓储 指用于储备、中转、外贸、供应等各种仓库、油库用房。 

30 

 

商 

业 

 

金融 

 

信息 

31 商业服务 
指各类商店、门市部、饮食店、粮油店、菜场、理发店、照相馆、浴室、旅社、

招待所等从事商业和为居民生活服务所用的房屋。 

32 经营 指各种开发、装饰、中介公司等从事各类经营业务活动所用的房屋。 

33 旅游 指宾馆、饭店、乐园、俱乐部、旅行社等主要从事旅游服务所用的房屋。 

34 金融保险 
指银行、储蓄所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从事金融服务所用

的房屋。 

35 电讯信息 指各种邮电、电讯部门、信息产业部门，从事电讯与信息工作所用的房屋。 

40 

教育 

 

医疗 

卫生 

 

科研 

41 教育 
指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托儿所、职业学校、业余

学校、干校、党校、进修院校、工读学校、电视大学等从事教育所用的房屋。 

42 医疗卫生 

指各类医院、门诊部、卫生所（站） 、检（防）疫站、保健院（站） 、疗养

院、医学化验、药品检验等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保健、防疫、检验所用的

房屋。 

43 科研 指各类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研究设计、开发所用的房屋。 

50 

文化 

 

 

娱乐 

 

 

体育 

51 文化 指文化馆、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从事文化活动所用的房屋。 

52 新闻 
指广播电视台、电台、出版社、报社、杂志社、通讯社、记者站等从事新闻出

版所用的房屋。 

53 娱乐 指影剧院、游乐场、俱乐部、剧团等从事文娱演出所用的房屋。 

54 园林绿化 
是指公园、动物园、植物园、陵园、苗圃、花圃、花园、风景名胜、防护林等

所用的房屋。 

55 体育 指体育场、馆、游泳池、射击场、跳伞塔等从事体育所用的房屋。 

60 办公 61 办公 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行政、事业单位等所用的房屋。 

70 军事 71 军事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机关、营房、阵地、基地、机场、码头、工厂、党校等

所用的房屋。 

80 
其 

他 

81 涉外 指外国使、领馆、驻华办事处等涉外所用的房屋。 

82 宗教 指寺庙、教堂等从事宗教活动所用的房屋。 

83 监狱 指监狱、看守所、劳改场（所）等所用的房屋。 

A.3 产权证类型代码 

产权证类型代码见表 A.3。 

表A.3 产权证类型代码 

代码 产权证类型名称 代码 产权证类型名称 

1 房地产权利证书 3 建筑规划许可证、红线图 

2 建筑许可证、红线图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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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街道和社区代码 

街道和社区代码见表A.4。 

表A.4 街道和社区代码 

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3 罗湖区 

440303001 黄贝 

440303001001 碧波 

440303001002 凤凰 

440303001004 黄贝岭 

440303001005 罗芳 

440303001006 水库 

440303001007 文华 

440303001010 新兴 

440303001011 新秀 

440303001012 新谊 

440303001013 怡景 

440303002 南湖 

440303002002 和平 

440303002003 嘉南 

440303002004 嘉北 

440303002007 罗湖 

440303002008 罗湖桥 

440303002009 文锦 

440303002010 向西 

440303002012 新南 

440303002015 渔港 

440303003 桂园 

440303003002 大塘龙 

440303003003 桂木园 

440303003004 红村 

440303003008 鹿丹村 

440303003009 老围 

440303003010 人民桥 

440303003011 松园 

440303003012 新围 

440303004 东门 

440303004003 城东 

440303004005 东门 

440303004007 湖容 

440303004008 湖贝 

440303004009 花场 

440303004010 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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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3004012 螺岭 

440303005 笋岗 

440303005001 北站 

440303005003 湖景 

440303005005 笋岗 

440303005006 笋西 

440303005007 田贝 

440303005008 田心 

440303006 清水河 

440303006001 草埔西 

440303006003 龙湖 

440303006004 梅园 

440303006005 坭岗 

440303006006 清水河 

440303006007 银湖 

440303006008 玉龙 

440303007 翠竹 

440303007003 翠锦 

440303007004 翠岭 

440303007005 翠宁 

440303007006 翠平 

440303007007 翠竹 

440303007008 木头龙 

440303007009 民新 

440303007010 水贝 

440303007011 新村 

440303007012 愉天 

440303007013 翠达 

440303008 东晓 

440303008001 草埔东 

440303008002 独树 

440303008003 东晓 

440303008005 兰花 

440303008006 绿景 

440303008008 马山 

440303008011 木棉岭 

440303008012 松泉 

440303009 东湖 

440303009001 布心 

440303009002 翠湖 

440303009003 翠鹏 

440303009004 东乐 

440303009005 大望 

440303009007 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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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3009008 金岭 

440303009009 金鹏 

440303009012 梧桐山 

440303010 莲塘 

440303010001 坳下 

440303010002 长岭 

440303010004 莲花 

440303010005 莲塘 

440303010006 畔山 

440303010007 鹏兴 

440303010008 仙湖 

440303010009 西岭 

440304 福田区 

440304001 南园 

440304001001 巴登 

440304001002 滨江 

440304001003 沙埔头 

440304001004 南园 

440304001005 园西 

440304001006 锦龙 

440304001007 南华 

440304001008 赤尾 

440304001009 滨河 

440304001010 东园 

440304001011 玉田 

440304002 园岭 

440304002001 红荔 

440304002002 园东 

440304002006 长城 

440304002007 上林 

440304002008 南天 

440304002009 鹏盛 

440304002010 华林 

440304003 福田 

440304003001 福华 

440304003002 福安 

440304003003 圩镇 

440304003004 口岸 

440304003005 福山 

440304003006 福民 

440304003007 水围 

440304003008 渔农 

440304003009 岗厦 

440304003010 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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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4003012 福田 

440304003013 皇岗 

440304003014 福南 

440304004 沙头 

440304004001 新沙 

440304004003 新洲 

440304004004 沙嘴 

440304004005 下沙 

440304004006 上沙 

440304004007 新华 

440304004009 金城 

440304004010 天安 

440304004012 金地 

440304004013 沙尾 

440304004015 翠湾 

440304004016 金碧 

440304005 香蜜湖 

440304005001 竹林 

440304005002 香安 

440304005003 香梅 

440304005004 香岭 

440304005005 竹园 

440304005006 农园 

440304005007 香蜜 

440304005008 东海 

440304006 梅林 

440304006001 上梅 

440304006002 新兴 

440304006003 下梅 

440304006004 梅丰 

440304006005 梅京 

440304006006 梅亭 

440304006007 梅都 

440304006008 龙尾 

440304006009 孖岭 

440304006010 新阁 

440304006011 梅林一村 

440304006012 梅河 

440304006013 翰岭 

440304007 莲花 

440304007001 福中 

440304007002 彩虹 

440304007003 莲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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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4007004 景田 

440304007005 景华 

440304007006 紫荆 

440304007007 梅岭 

440304007008 狮岭 

440304007009 康欣 

440304007010 梅富 

440304007011 福新 

440304007012 彩田 

440304008 华富 

440304008001 梅岗 

440304008002 华山 

440304008004 黄木岗 

440304008006 田面 

440304008007 新田 

440304008008 莲花三村 

440304008009 莲花二村 

440304008010 莲花一村 

440304009 华强北 

440304009001 通新岭 

440304009002 福强 

440304009003 华航 

440304009004 荔村 

440304009005 华红 

440304010 福保 

440304010001 新港 

440304010002 福保 

440304010003 益田 

440304010004 明月 

440304010005 石厦 

440305 南山区 440305001 南头 

440305001001 安乐 

440305001002 大汪山 

440305001003 大新 

440305001004 红花园 

440305001005 莲城 

440305001006 马家龙 

440305001007 南联 

440305001008 南头城 

440305001009 田厦 

440305001010 星海名城 

440305001011 前海 

440305001012 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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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5002 南山 

440305002001 北头 

440305002002 登良 

440305002003 风华 

440305002004 荔芳 

440305002005 荔林 

440305002006 荔湾 

440305002007 南光 

440305002008 南山 

440305002009 南园 

440305002010 学府 

440305002011 向南 

440305002012 阳光棕榈 

440305002013 月亮湾 

440305003 西丽 

440305003001 白芒 

440305003002 大磡 

440305003003 麻磡 

440305003004 曙光 

440305003005 新围 

440305003006 西丽 

440305003007 松坪山 

440305003008 丽城 

440305003009 留仙 

440305003010 阳光 

440305003011 丽湖 

440305004 沙河 

440305004001 白石洲东 

440305004002 白石洲西 

440305004003 东方 

440305004004 高发 

440305004005 光华街 

440305004006 华夏街 

440305004007 明珠街 

440305004008 沙河街 

440305004009 文昌街 

440305004010 香山街 

440305004011 新塘 

440305004012 星河街 

440305004013 中新街 

440305005 蛇口 
440305005001 大铲 

440305005002 东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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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5005003 海滨 

440305005004 海昌 

440305005005 海湾 

440305005006 雷岭 

440305005007 内伶仃岛 

440305005008 南水 

440305005009 湾厦 

440305005010 围仔 

440305005011 渔二 

440305005012 渔一 

440305006 招商 

440305006001 赤湾 

440305006002 桂园 

440305006003 海月 

440305006004 花果山 

440305006005 兰园 

440305006006 水湾 

440305006007 四海 

440305006008 桃花园 

440305006009 沿山 

440305006010 文竹园 

440305006011 五湾 

440305007 粤海 

440305007001 滨海 

440305007002 创业路 

440305007003 大冲 

440305007004 高新区 

440305007005 海珠 

440305007006 后海 

440305007007 京光 

440305007008 科技园 

440305007009 龙城 

440305007010 麻岭 

440305007011 名海 

440305007012 南油 

440305007013 铜鼓 

440305007014 蔚蓝海岸 

440305007015 深大 

440305007016 粤桂 

 440305008  桃源 
440305008001 长源 

440305008002 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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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5008003 福光 

440305008004 龙光 

440305008005 龙辉 

440305008006 龙联 

440305008007 平山 

440305008008 塘朗 

440305008009 桃源 

440305008010 珠光 

440305008011 龙珠 

440305008012 峰景 

440306 宝安区 440306001 西乡 

440306001001 草围 

440306001002 臣田 

440306001003 凤凰岗 

440306001004 福中福 

440306001005 富华 

440306001006 共乐 

440306001007 固戍 

440306001008 蚝业 

440306001009 河东 

440306001010 河西 

440306001011 鹤州 

440306001012 后瑞 

440306001013 黄麻布 

440306001014 黄田 

440306001015 径贝 

440306001016 九围 

440306001017 劳动 

440306001018 乐群 

440306001019 利锦 

440306001020 流塘 

440306001021 柳竹 

440306001022 龙腾 

440306001023 龙珠 

440306001024 麻布 

440306001025 三围 

440306001026 桃源 

440306001027 铁岗 

440306001028 西乡 

440306001029 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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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6001030 渔业 

440306001031 钟屋 

440306001032 庄边 

440306001033 南昌 

440306001034 永丰 

440306002 福永 

440306002001 白石厦 

440306002002 凤凰 

440306002003 福围 

440306002004 福永 

440306002005 和平 

440306002006 怀德 

440306002007 聚福 

440306002008 桥头 

440306002009 稔田 

440306002010 塘尾 

440306002011 新和 

440306002012 新田 

440306002013 兴围 

440306003 沙井 

440306003001 步涌 

440306003002 大王山 

440306003003 东塘 

440306003004 共和 

440306003005 蚝二 

440306003006 蚝三 

440306003007 蚝四 

440306003008 蚝一 

440306003009 和一 

440306003010 后亭 

440306003011 黄埔 

440306003012 马安山 

440306003013 民主 

440306003014 沙二 

440306003015 沙井 

440306003016 沙三 

440306003017 沙四 

440306003018 沙头 

440306003019 沙一 

440306003020 上寮 

440306003021 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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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6003022 坣岗 

440306003023 万丰 

440306003024 辛养 

440306003025 新二 

440306003026 新桥 

440306003027 衙边 

440306003028 沙企 

440306004 松岗 

440306004001 碧头 

440306004002 东方 

440306004003 红星 

440306004004 洪桥头 

440306004005 花果山 

440306004006 江边 

440306004007 朗下 

440306004008 楼岗 

440306004009 罗田 

440306004010 沙浦 

440306004011 沙浦围 

440306004012 山门 

440306004013 松岗 

440306004014 松涛 

440306004015 潭头 

440306004016 塘下涌 

440306004017 溪头 

440306004018 燕川 

440306006 石岩 

440306006001 官田 

440306006002 浪心 

440306006003 罗租 

440306006004 上屋 

440306006006 水田 

440306006007 塘头 

440306006008 应人石 

440306006009 石龙 

440306006010 龙腾 

440306011 新安 

440306011001 安乐 

440306011002 宝民 

440306011003 布心 

440306011004 大浪 

440306011005 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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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6011006 海富 

440306011007 海华 

440306011008 海乐 

440306011009 海旺 

440306011010 海裕 

440306011011 洪浪 

440306011012 甲岸 

440306011013 建安 

440306011014 灵芝园 

440306011015 龙井 

440306011016 上川 

440306011017 上合 

440306011018 文汇 

440306011019 文雅 

440306011020 新安湖 

440306011021 新乐 

440306011022 兴东 

440307 龙岗区 

440307001 平湖 

440307001001 白坭坑 

440307001002 鹅公岭 

440307001003 凤凰 

440307001004 辅城坳 

440307001005 禾花 

440307001006 力昌 

440307001007 良安田 

440307001008 平湖 

440307001009 山厦 

440307001010 上木古 

440307001011 新木 

440307001012 新南 

440307002 布吉 

440307002001 布吉 

440307002002 布吉圩 

440307002003 长龙 

440307002004 翠湖 

440307002005 大芬 

440307002006 德兴 

440307002007 东方半岛 

440307002008 凤凰 

440307002009 甘坑 

440307002010 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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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7002011 国展 

440307002012 金排 

440307002014 可园 

440307002015 丽湖 

440307002016 龙岭 

440307002017 龙珠 

440307002018 罗岗 

440307002019 茂业 

440307002020 木棉湾 

440307002022 南三 

440307002023 三联 

440307002024 水径 

440307002025 文景 

440307002026 中海怡翠 

440307003 坂田 

440307003001 坂田 

440307003002 大发埔 

440307003003 岗头 

440307003004 马安堂 

440307003005 南坑 

440307003006 四季花城 

440307003007 万科城 

440307003008 五和 

440307003009 雪象 

440307003010 杨美 

440307003011 第五园 

440307004 南湾 

440307004001 宝岭 

440307004002 丹平 

440307004003 丹竹头 

440307004004 吉厦 

440307004005 康乐 

440307004006 南岭村 

440307004007 南龙 

440307004008 南新 

440307004009 沙塘布 

440307004010 沙湾 

440307004011 上李朗 

440307004012 下李朗 

440307004013 厦村 

440307004014 樟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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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7005 横岗 

440307005001 安良 

440307005002 保安 

440307005003 大康 

440307005004 荷坳 

440307005005 横岗 

440307005006 红棉 

440307005007 华乐 

440307005008 华侨新村 

440307005009 六约 

440307005010 四联 

440307005011 松柏 

440307005012 西坑 

440307005013 怡锦 

440307005014 银荷 

440307005015 志盛 

440307006 龙岗 

440307006001 宝龙 

440307006002 龙东 

440307006003 龙岗 

440307006004 龙岗墟 

440307006005 龙新 

440307006006 南联 

440307006007 南约 

440307006008 平南 

440307006009 同乐 

440307006010 新生 

440307007 龙城 

440307007001 爱联 

440307007002 黄阁坑 

440307007003 回龙埔 

440307007004 龙红格 

440307007005 龙西 

440307007006 尚景 

440307007007 盛平 

440307007008 五联 

440307007009 愉园 

440307007010 紫薇 

440307007011 新联 

440307008 坪地 

440307008001 六联 

440307008002 年丰 

440307008003 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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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7008004 坪东 

440307008005 坪西 

440307008006 四方埔 

440307008007 怡心 

440307008008 中心 

440307008009 高桥 

440308 盐田区 

440308001 盐田 

440308001001 东海 

440308001002 明珠 

440308001003 沿港 

440308001004 盐田 

440308001005 永安 

440308002 海山 

440308002001 海涛 

440308002002 鹏湾 

440308002003 田东 

440308002004 梧桐 

440308003 沙头角 

440308003001 中英街 

440308003002 东和 

440308003003 沙头角 

440308003004 田心 

440308003005 桥东 

440308004 梅沙 

440308004001 大梅沙 

440308004002 滨海 

440308004003 小梅沙 

440308004006 东海岸 

440309 光明新区 

440309001 光明 

440309001001 白花 

440309001002 碧眼 

440309001003 翠湖 

440309001004 东周 

440309001005 凤凰 

440309001006 光明 

440309001007 迳口 

440309001008 新羌 

440309001009 圳美 

440309002 公明 

440309002001 长圳 

440309002002 薯田埔 

440309002003 东坑 

440309002004 根竹园 

440309002005 公明 

440309002006 合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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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09002007 红星 

440309002008 甲子塘 

440309002009 将石 

440309002010 李松蓢 

440309002011 楼村 

440309002012 马山头 

440309002013 上村 

440309002014 塘家 

440309002015 塘尾 

440309002016 田寮 

440309002017 西田 

440309002018 下村 

440309002019 玉律 

440317 坪山新区 

440317001 坪山 

440317001001 碧岭 

440317001002 江岭 

440317001003 金龟 

440317001004 六联 

440317001005 马峦 

440317001006 南布 

440317001007 坪环 

440317001008 坪山 

440317001009 沙坣 

440317001010 沙湖 

440317001011 石井 

440317001012 汤坑 

440317001013 田头 

440317001014 田心 

440317001015 竹坑 

440317001016 六和 

440317001017 和平 

440317002 坑梓 

440317002001 金沙 

440317002002 老坑 

440317002003 龙田 

440317002004 沙田 

440317002005 秀新 

440317002006 坑梓 

440326001 龙华 

440326001001 景龙 

440326001002 龙园 

440326001003 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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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26001004 三联 

440326001005 油松 

440326001006 华联 

440326001007 松和 

440326002 大浪 

440326002001 大浪 

440326002003 龙胜 

440326002004 同胜 

440326002005 浪口 

440326002006 高峰 

440326003 民治 

440326003001 上芬 

440326003002 龙塘 

440326003003 新牛 

440326003004 民治 

440326003005 民新 

440326003006 民乐 

440326003007 民强 

440326003008 大岭 

440326003009 北站 

440326004 观澜 

440326004001 大水坑 

440326004002 福民 

440326004003 观城 

440326004004 桂花 

440326004005 君子布 

440326004006 库坑 

440326004007 黎光 

440326004008 牛湖 

440326004009 松元厦 

440326004010 新澜 

440326004011 新田 

440326004012 樟坑径 

440326004013 章阁 

440326004014 茜坑 

440326004015 大水田 

440327 大鹏新区 440327001 葵涌 

440327001002 高源 

440327001003 官湖 

440327001004 葵丰 

440327001005 葵新 

440327001006 葵涌 

440327001007 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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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代码 街道 社区 

区域代码 区域名称 街道代码 街道名称 社区代码 社区名称 

440327001008 土洋 

440327001009 溪涌 

440327001010 坝光 

440327002 大鹏 

440327002001 布新 

440327002002 大鹏 

440327002003 岭澳 

440327002004 鹏城 

440327002005 水头 

440327002006 王母 

440327002007 下沙 

440327003 南澳 

440327003001 东山 

440327003002 东涌 

440327003003 东渔 

440327003004 南澳 

440327003005 南隆 

440327003006 南渔 

440327003007 水头沙 

440327003008 西涌 

440327003009 新大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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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内部标识符索引 

内部标识符 中文名称 

310001 建筑物编码 

310002 房屋编码 

310003 房屋名称 

310004 房屋地理坐标 

310005 房屋类型 

310006 房屋用途 

320001 门楼牌号 

320002 建筑面积 

320003 房屋地址 

320004 所在街道 

320005 所在街道代码 

320006 所在社区 

320007 所在社区代码 

320008 产权证编号 

320009 产权证类型 

320010 产权人名称 

320011 产权人身份证件类型 

320012 产权人身份证件号码 

320013 产权人住址 

320014 产权人联系电话 

320015 租赁管理机构 

320016 承租人姓名 

320017 租赁合同编号 

320018 租用期限 

320019 建设单位 

320020 设计单位 

320021 勘察单位 

320022 施工单位 

320023 监理单位 

320024 开工日期 

320025 竣工日期 

320026 业主姓名 

320027 业主住址 

320028 业主证件类型 

320029 业主证件号码 

320030 业主联系电话 

320031 业主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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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32 居住人姓名 

320033 居住人性别 

320034 居住人证件类型 

320035 居住人证件号码 

320036 居住人联系电话 

320037 居住人工作单位 

320038 使用人姓名 

320039 使用人证件类型 

320040 

320041 

使用人证件号码 

使用人联系电话 

 

中文名称索引 

中文名称 

产权人联系电话 

产权人名称 

产权人身份证件号码 

产权人身份证件类型 

产权人住址 

产权证编号 

产权证类型 

承租人姓名 

房屋编码 

房屋地理坐标 

房屋地址 

房屋类型 

房屋名称 

房屋用途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建筑面积 

建筑物编码 

居住人工作单位 

居住人联系电话 

居住人性别 

居住人姓名 

居住人证件号码 

居住人证件类型 

竣工日期 

开工日期 

勘察单位 

门楼牌号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内部标识符 

320014 

320010 

320012 

320011 

320013 

320008 

320009 

320016 

310002 

310004 

320003 

310005 

310003 

310006 

320023 

320019 

320002 

310001 

320037 

320036 

320033 

320032 

320035 

320034 

320025 

320024 

320021 

320001 

320020 

3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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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联系电话 

使用人姓名 

使用人证件号码 

使用人证件类型 

所在街道 

所在街道代码 

所在社区 

所在社区代码 

业主工作单位 

业主联系电话 

业主姓名 

业主证件号码 

业主证件类型 

业主住址 

租赁管理机构 

租赁合同编号 

租用期限 
 

320041 

320038 

320040 

320039 

320004 

320005 

320006 

320007 

320031 

320030 

320026 

320029 

320028 

320027 

320015 

320017 

3200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