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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訃告
陳幼端

逝世於十一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1-312）靈堂
擇訂於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一時
出殯

林碧玉
（原藉晉江深滬南春）

逝世於十一月廿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樓下101（SANCTUARIUM RM-101 
#739 G.Araneta Ave., Q.C.）靈堂
擇訂於十二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施天示（晉江市金井鎮山蘇村）

逝世於十一月廿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04-AMBROSIA）
靈堂
擇訂十二月三日上午八時出殯   

胡鼎謨（安溪上智）

逝世於十一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IARIUM 201-
GLADIOUS）靈堂
擇訂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時出殯

王金針
（晉江市沙塘村）

逝世於十二月二日
現設靈於晉江市新塘街道沙塘村王行祖厝
擇訂十二月五日出殯

林永鑫、林永凱捐
拉古扳市華僑音樂社
拉古扳市華僑音樂社訊：本社理事林永

鑫、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萱老先生（亦

是本社副監事長）不幸於十一月十三日晚上

十時十二分，壽終於拉古扳市那刹利醫院，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林榮萱老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林

永鑫、林永凱賢昆仲秉承遺志，雖在守制期

間，尚不忘慈善公益，特撥捐本社菲幣貳萬

元以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永鑫、林永凱捐
中國商會蜂雅絲蘭省分會

中國商會蜂雅絲蘭省分會訊：本分會名

譽副會長林永鑫、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

萱老先生不幸於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

分，壽終於拉古扳市那刹利醫院，享壽七十

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林榮萱老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林

永鑫、林永凱賢昆仲秉承遺志，雖在守制期

間，尚不忘慈善公益，特撥捐本分會菲幣貳

萬元以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永鑫、林永凱捐
菲華聯誼會蜂雅絲蘭省分會

菲華聯誼會蜂雅絲蘭省分會訊：本分會

是事林永鑫、副理事長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

林榮萱老先生不幸於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

十二分，壽終於拉古扳市那刹利醫院，享壽

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林榮萱老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林

永鑫、林永凱賢昆仲秉承遺志，雖在守制期

間，尚不忘慈善公益，特撥捐本分會菲幣貳

萬元以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阿莉捐
菲華各界聯合會福利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蔡阿莉委員令

萱堂蔡府張烏渡老太夫人，不幸于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廿四日淩晨辭世于家鄉，享壽九十

高齡。寶㜈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

馬素車，極盡哀榮。

蔡阿莉委員自幼秉承令先慈樂善好施美

德，歷來愛護支持慈善事業，尤為關心本會

福利工作，特于守制期間獻捐本會菲幣二萬

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

藉報端，致申謝忱。

洪自然源集賢昆仲慨捐
英園鄉會教育紀念基金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本會洪常務顧問

自然宗長、洪常務顧問源集宗長暨賢昆玉令

慈洪府施玉蘋太夫人（原籍晉江英園後角

份），亦即本會洪工商主任瑞東宗長、副理

事長瑞濱宗長賢昆仲令祖慈，不幸於二零

二一年二月九日晚十時三十分，壽終內寢於

家鄉龍湖鎮杭邊村本宅，享壽積閏九十有六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越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日上午出殯，安葬於南安巿靈山福

地。殯禮期間，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洪常務顧問自然宗長、源集宗長賢昆

仲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

公益、關心鄉族文教事業，為人急公好義、

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期間，猶不忘鄉

會青少年學子之文教福利，特慨捐菲幣壹拾

萬元，設立令先尊慈『洪溯木施玉蘋夫婦獎

助學教育紀念基金』，藉以嘉惠鄉族囊螢映

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義舉仁風，殊堪

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蔡新國家屬
捐瀛海福利金   

旅菲瀛海（下丙）同鄉會訊：本會名譽

顧問蔡新國宗長，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二日凌晨一時三十分，逝世于仙範紅衣教醫

院，（CARDINAL SANTOSHOSPIAL)，享壽

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其哲嗣孝

思純篤，秉承庭訓，于守制期間，乃不忘公

益，特撥出菲幣三萬元，添作本會福利金用

途。仁風義舉，殊堪欣式，特藉報端，以予

表揚，並申謝忱。

洪自然源集賢昆仲慨捐
六桂堂總會教育紀念基金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名譽

顧問自然宗長、洪副理事長源集宗長暨賢昆

玉令慈、洪府施太夫人諡玉蘋（原籍晉江英

園後角份），不幸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晚

十時三十分，壽終內寢於家鄉本宅，享壽積

閏九十有六高齡。婺星匿彩，軫悼同深！越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出殯，安葬於南

安巿靈山福地。殯禮期間，白馬素車，極盡

哀榮！

洪名譽顧問自然宗長、副理事長源集

宗長賢昆仲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

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六桂宗族文教事業，為

人急公好義、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期

間，猶不忘六桂青少年學子之文教福利，特

於令先尊『洪溯木宗長獎助學教育紀念基

金』之基礎上，再次慨捐菲幣壹拾萬元，合

併設立令先尊慈『洪溯木施玉蘋夫婦獎助學

教育紀念基金』，藉以嘉惠六桂宗族囊螢映

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義舉仁風，殊堪

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洪自然源集賢昆仲慨捐
英林洪氏總會教育紀念基金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本會家副監

事長源集宗長暨族親自然宗長賢昆仲令慈洪

府施玉蘋太夫人（原籍晉江英園後角份），

不幸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晚十時三十分，

壽終內寢於家鄉本宅，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

齡。婺宿失輝，惋悼同深！

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出殯，

安葬於南安巿靈山福地。殯禮期間，白馬素

車，極盡哀榮！

家副監事長源集宗長暨族親自然宗長

賢昆仲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

熱心公益、關心家族文教事業，為人急公好

義、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期間，猶不

忘本族青少年學子之文教福利，特慨捐菲幣

壹拾萬元，設立令先尊慈『洪溯木施玉蘋夫

婦獎助學教育紀念基金』，藉以嘉惠宗族囊

螢映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義舉仁風，

殊堪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洪自然源集賢昆仲慨捐
龍湖鎮聯鄉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洪顧問自然鄉賢、洪理事長源集鄉賢昆仲

令慈洪府施玉蘋太夫人（原籍晉江英園後角

份），不幸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晚十時

三十分，壽終內寢於家鄉本宅，享壽積閏

九十有六高齡。婺宿失輝，愴惜同深！越二

零二二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出殯，安葬於南安

巿靈山福地。殯禮期間，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

洪顧問自然鄉賢、洪理事長源集鄉賢昆

仲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

公益、關心社會慈善福利，為人急公好義、

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期間，猶不忘本

會鄉僑之公益福利，特慨捐菲幣壹拾萬元，

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義舉仁風，殊

堪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蔡永勇加得捐
洪門致公黨武六干支部

菲律濱洪門致公黨武六干省支部訊：本

支部康樂主任蔡永勇大哥、決策委員蔡加得

大哥令尊蔡日鼻義老伯父，不幸於二○二二

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七時半，壽終於武六干

省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蔡永勇大哥、蔡加得大哥事親至孝，

秉承令先尊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雖守制期

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貳萬元充

作本支部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王鴻賓、鴻偉丁憂
菲律濱晉江沙塘同鄉會訊：本會王康

樂主任鴻賓、福利主任鴻偉鄉賢令尊王金針

老先生壽終於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星期

五）凌晨三時，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現停靈於晉江市新塘街道沙

塘村王衙祖厝，擇定於十二月五日出殯。

本會聞耗，經馳唁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鄉

誼。

王鴻偉丁憂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

/總商會訊：本會西文書主任王鴻偉鄉賢令尊

王金針老先生，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二月二

日（星期五）淩晨三時，壽終於家鄉，享壽

八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

靈於晉江市新塘街道沙塘村王衙祖厝，擇訂

十二月五日出殯。本會聞耗，全體理事均表

深切悼念，經唁電慰問其家屬，及委託家鄉

僑聯代理本會及理事長向其靈前致獻花圈，

藉表哀悼，而盡鄉誼。

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科學準確的統計信息支持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藺濤就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答記者問

新華社記者魏玉坤

國務院日前印發通知，決定于2023年開

展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為什麼要進行這次

普查？與以往普查相比，這次普查工作有什

麼變化？普查對像和內容有哪些？普查對像

如何支持和配合普查？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藺

濤2日就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有關問題，接受

新華社記者的採訪。

問：為什麼要開展第五次全國經濟普

查？

答：按照《全國經濟普查條例》規定，

經濟普查每5年進行一次，分別在逢3、8的年

份實施。2023年，我國將開展第五次全國經

濟普查。

此次經濟普查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調查

我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規模、佈局和

效益，摸清各類單位基本情況，掌握國民經

濟行業間經濟聯繫，客觀反映推動高質量發

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

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創新驅動發

展、區域協調發展、生態文明建設、高水平

對外開放、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的新進

展。

通過普查，進一步夯實統計基礎，推進

統計現代化改革，為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治

理、科學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科學準確的統計信

息支持。

問：與以往普查相比，這次普查工作有

什麼變化？

答：本次普查最大的變化是首次統籌開

展投入產出調查。投入產出調查是為系統反

映國民經濟行業間經濟聯繫組織實施的一項

大型調查，在逢2、7的年份開展，目前已順

利實施7次。經濟普查與投入產出調查雖然目

的不同，但組織流程相似，調查對像、調查

內容等方面存在重合，在相鄰年份相繼開展

增加基層負擔，也不利于調查數據的協調應

用。

2021年下半年，國家統計局在山西等6個

地區組織開展專項試點，論證統籌開展兩項

調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試點結果表明，在

經濟普查年份統籌開展投入產出調查利大于

弊。一是統一調查時間，可以更加全面、系

統地收集基層數據，有利于提高統計調查數

據的協調性。

二是統籌佈置調查任務，可以消除重複

調查內容，整合重複環節，有利于優化調查

項目、減輕基層工作負擔。三是協調調查結

果，有利于實現經濟總量和結構數據的更好

銜接。

因此，國家統計局決定將投入產出調查

內容納入經濟普查統籌組織實施。

問：這次普查的對象有哪些？

答：這次普查的對象是在我國境內從事

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全部法人單位、產業

活動單位和個體經營戶。

具體範圍包括：採礦業，製造業，電

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築

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

業，住宿和餐飲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

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

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

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修理和

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

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

社會組織等。

問：這次普查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答：這次普查的主要內容包括普查對

象的基本情況、組織結構、人員工資、生產

能力、財務狀況、生產經營、能源生產和消

費、研發活動、信息化建設和電子商務交易

情況，以及投入結構、產品使用去向和固定

資產投資構成情況等。

問：這次普查工作的主要時間安排是什

麼？

答：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標準時點為

2023年12月31日，普查時期資料為2023年年

度資料。

2022年為普查籌備階段，主要是制定

普查總體思路框架，研製普查方案和開展專

項試點，部署投入產出調查等；2023年為普

查準備階段，主要是組建各級普查機構，開

展綜合試點，完善部署普查方案，研發部署

普查軟件，選聘與培訓普查人員，開展單位

清查等；2024年為普查組織實施階段，主要

是開展普查登記，組織事後數據質量抽查，

審核匯總並發佈普查主要數據等；2025年至

2026年為普查資料開發應用階段，主要是建

立普查數據庫，編輯出版普查資料，開展課

題研究分析等。

問：如何確保這次普查順利實施？

答：為加強組織領導工作，國務院將

成立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普查領

導小組由國務院領導同志任組長，成員單位

包括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

改革委、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編

辦、民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

總局等部門。

國務院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

公室設在國家統計局，負責普查的具體組織

實施和協調，各成員單位按照各自職能，各

負其責、通力協作、密切配合、信息共享。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設立相應的普查領導小組

及其辦公室，負責組織本地區普查實施工

作。

充分發揮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鄉

鎮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的作用，廣泛動員

和組織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做好普查工作。

問：普查對像如何支持和配合普查？

答：經濟普查是一項重大的國情國力

調查，需要廣大普查對象的支持和配合。

《全國經濟普查條例》規定，經濟普查對像

有義務接受經濟普查機構和經濟普查人員依

法進行的調查；應當如實、按時填報經濟普

查表，不得虛報、瞞報、拒報和遲報經濟普

查數據；應當按照經濟普查機構和經濟普查

人員的要求，及時提供與經濟普查有關的資

料。

普查取得的單位和個人資料，嚴格限定

用于普查目的，不作為任何單位對經濟普查

對像實施獎懲的依據。各級普查機構及其工

作人員，對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國家秘密和普

查對象的商業秘密、個人信息，必須嚴格履

行保密義務。

問：這次普查在信息化手段的應用上有

何突破？

答：本次普查將廣泛應用部門行政記

錄，推進電子證照信息等在普查中的應用，

採取網上填報與手持電子終端現場採集數據

相結合的方式開展調查。為適應常態化疫情

防控需要，也將支持普查對像通過網絡自主

報送普查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