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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温岭市委办公室（通知） 
 

温市委办发【2010】7号 

 

 

中共温岭市委办公室 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 2010 年《温岭年鉴》 

编纂工作的通知 

各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市直各单位，在温垂

直管理各单位： 

《温岭年鉴》是逐年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性年鉴。为做好《温

岭年鉴》(2010)的编纂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秉承“存真求实”的方针，客观系统地记述 2009

年度温岭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情况，为各

级领导科学决策、为广大读者了解温岭提供全面可靠的年度信

息。 

二、编纂方案 

编纂方案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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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纂说明 

(一)编纂范围。记述温岭市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各方面情况。一般不追溯历史，也不展望未来。

2009 年度新成立的机构和单位，在“概况”中对机构和单位的设

立与职能应作简要的叙述。 

（二）领导干部名录（附件 2）。收录对象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在任的各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 

（三）光荣榜（附件 3）。收录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受国家、国家级部门（领导小组）和省、台州市、温

岭市党委、政府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四）文体文风。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和说明体，述而不论，

寓观点于材料之中。记述以条目作为基本形式，事以类从，一事

一条，逐条记述。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练精准，力戒大话、空

话、套话和含糊语句。使用文字、称谓、标点、数字、计量均按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五）数据。各项主要经济和社会指标以统计部门公布的统

计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未作统计的采用各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

要认真核实各种数据，确保准确无误。 

四、材料报送 

各单位将经单位领导审核同意并加盖公章的年鉴定稿（含附

件 2、3）及 2009 年度工作总结的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档，连同相

关表彰文件和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前一并报送

温岭年鉴编辑部。编辑部分别在市行政中心和老市政府门口民警

值勤室设有交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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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地址：市行政中心 313 室 

电  话：86127370    86128219 

E-mail:wldaj@wldaj.com 

五、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编纂《温岭年鉴》的重要意义，加大组织

领导力度，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抓好落实，要指定

专人负责资料收集和稿件撰写工作，确保及时、高质量地完成撰

稿任务。年鉴编辑部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组稿、统稿工

作，年内完成印刷出版任务。 

附：1、《温岭年鉴》(2010)编纂方案。 

2、2009 年 12 月 31 日在任领导名录和年鉴撰写人员表。 

3、2009 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4、《浙江省年鉴编纂规范细则》有关部分材料。 

 

 

 

中共温岭市委办公室  

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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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岭年鉴》（2010）编纂方案 
 

特载·文献 编辑部组稿 

大  事  记 
·2009年大事记· 编辑部组稿 

·2009年温岭十大新闻· 编辑部组稿 

·2009年为民办十件实事· 编辑部组稿 
市情概况 

·市情概况· 编辑部组稿 
·主要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录· 编辑部组稿 
·部份重点工程组织指挥机构及负责人名录· 编辑部组稿 

中共温岭市委员会 
·综述· 市委办公室供稿 
·重要会议· 市委办公室供稿 
·纪检监察工作· 纪委、监察局供稿 
·组织工作· 组织部供稿 
·宣传思想工作· 宣传部供稿 
·统战工作· 统战部供稿 
·对台工作· 对台办供稿 
·老干部工作· 老干部局供稿 
·信访接待工作· 信访局供稿 
·机关党务工作· 市直工委供稿 
·保密工作· 保密局供稿 
·档案工作· 档案局供稿 
·党史研究· 党史研究室供稿 
·党校（行政学校·社会主义学校）· 党校供稿 

温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要工作· 人大办公室供稿 
·重要会议· 人大办公室供稿 

温岭市人民政府 
·综述· 市政府办公室供稿 
·重要会议· 市政府办公室供稿 



 

 5

·政府法制工作· 法制办供稿 
·人事工作· 人劳社保局供稿 
·劳动保障工作· 人劳社保局供稿 
·机关后勤工作· 事务管理局供稿 
·市政府直线电话受理中心· 直线电话受理中心供稿 
·市政府办证中心(市招投标管委会)· 办证中心供稿 
·市招投标交易中心· 招投标交易中心供稿 
·市经济发展软环境监控中心(机关效能监察投诉中心)· 纪委办公室供稿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供稿 
·地方志工作· 市志办供稿 

政协温岭市委员会 
·主要工作· 市政协办供稿 
·重要会议· 市政协办供稿 

民主党派·工商联 
·中国农工民主党温岭市支部· 农工民主党温岭市支部供稿 
·温岭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工商联供稿 

群众团体 
·温岭市总工会· 总工会供稿 
·共青团温岭市委员会· 团市委供稿 
·温岭市妇女联合会· 妇联供稿 
·温岭市科学技术协会· 科协供稿 
·温岭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联供稿 
·温岭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侨联供稿 
·温岭市残疾人联合会· 残联供稿 
·温岭市慈善总会· 慈善总会供稿 

政   法 
·政法(综治)· 政法委供稿 
·公安· 公安局供稿 
·检察· 检察院供稿 
·审判· 法院供稿 
·司法行政· 司法局供稿 

军  事 
·人民武装· 人武部供稿 
·预备役营· 预备役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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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 人防办供稿 
·武装警察· 武警中队供稿 
·边防· 边防大队供稿 
·消防· 消防大队供稿 

经济管理监督 
·综合经济管理· 发展和改革局供稿 
·物价管理· 发展和改革局供稿 
·三产发展· 三产办供稿 
·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局供稿 
·质量技术监督· 质监局供稿 
·国土资源管理· 国土资源局供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供稿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安监局供稿 
·盐务管理· 盐务局供稿 
·统计· 统计局供稿 
·审计· 审计局供稿 

财政·税务 
·财政地税· 财政地税局供稿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市国投公司供稿 
·国家税务· 国税局供稿 

金融·保险 
·中国人民银行温岭市支行· 人民银行供稿 
·温岭银监办事处· 银监办供稿 
·中国工商银行温岭市支行· 工商行供稿 
·中国农业银行温岭市支行· 农行供稿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温岭市支行· 农发行供稿 
·中国建设银行温岭支行· 建行供稿 
·中国银行温岭支行· 中行供稿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岭支行· 浦发行供稿 
·温岭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供稿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民泰银行供稿 
·新设金融机构简介· 人民银行供稿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 人财保险公司供稿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公司· 人寿保险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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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力 
·工业经济· 工业局供稿 
·电力· 供电局供稿 
·江厦潮汐试验电站· 潮汐试验电站供稿 
·新能源· 工业局供稿 

农业·农村 
·新农村建设· 农办供稿 
·农业经济综述· 农林局供稿 
·种植业· 农林局供稿 
·林业· 农林局供稿 
·畜牧业· 农林局供稿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林局供稿 
·农村经营管理· 农林局供稿 
·农业机械化· 农机总站供稿 
·海洋与渔业· 海洋与渔业局供稿 
·气象· 气象局供稿 

水   利 
·水利综述· 水利局供稿 
·金清新闸二期排涝工程· 金清新闸二期工程指挥部供稿 
·担屿围涂工程· 担屿围涂工程指挥部供稿 

国内贸易 
·商贸流通业· 贸粮局供稿 
·粮油业· 贸粮局供稿 
·供销合作社· 供销联社供稿 
·烟草专卖· 烟草专卖局供稿 
·新开业大型市场简介· 工商局供稿 

外事·外贸 
·外事侨务· 外侨办供稿 
·对外贸易· 外贸局供稿 
·对外招商· 口岸办供稿 
·海关· 台州海关驻温岭办事处供稿 

新区开发与建设 
·温岭经济开发区· 开发区管委会供稿 
·温岭工业园区· 温岭工业园区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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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新区· 温岭新区建设办公室供稿 

·东部产业集聚区· 东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供稿 

建设·环保 
·城乡规划· 建设规划局供稿 
·城乡建设· 建设规划局供稿 
·房地产业· 建设规划局供稿 
·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供稿 
·建筑业· 建工局供稿 
·环境保护· 环保局供稿 

交通运输 
·交通设施建设· 交通局供稿 
·交通运输管理· 交通局供稿 
·甬台温铁路温岭段建设· 甬台温铁路温岭段建设指挥部供稿

·铁路场站建设· 铁路场站建设指挥部供稿 
·海事管理· 温岭海事处供稿 

邮政·电信 
·邮政· 邮政局供稿 
·电信· 电信局供稿 
·移动· 移动公司供稿 
·联通· 联通公司供稿 

科技·教育 
·科学技术· 科技局供稿 
·教育· 教育局供稿 
·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温岭分校· 电大供稿 
·温岭中学· 温中供稿 
·新河中学· 新中供稿 
·温岭市第二中学· 二中供稿 
·温岭市教师进修学校· 教师进修校供稿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供稿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职技校供稿 

文化·传媒·体育 
·文化· 文广新局供稿 
·通讯报道· 市委报道组供稿 
·温岭日报· 温岭报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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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台供稿 
·体育· 体育局供稿 

医疗卫生 
·综述· 卫生局供稿 
·疾病预防控制· 疾控中心供稿 
·卫生监督· 卫生监督所供稿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一院供稿 
·台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台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供稿 
·温岭市第二人民医院(台州市南方肿瘤医院)· 市二院供稿 
·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 市四院供稿 
·温岭市红十字医院· 市红十字医院供稿 
·温岭市妇幼保健院· 市妇保院供稿 
·温岭市精神康复医院· 市精神康复医院供稿 
·温岭市惠民医院· 市惠民医院供稿 

社会·生活 
·人口与计划生育· 人口与计生局供稿 
·流动人口管理· 流动人口管理局供稿 
·民族与宗教事务· 民宗局供稿 
·民政· 民政局供稿 
·老龄事业· 老龄委供稿 
·关心下一代· 关工委供稿 
·人民生活· 统计局供稿 
·旅游业· 旅游局供稿 
·灾异· 编辑部组稿 
·珍闻· 编辑部组稿 

镇·街道 

·太平街道· 太平街道供稿 
·城东街道· 城东街道供稿 

·城西街道· 城西街道供稿 

·城北街道· 城北街道供稿 
·横峰街道· 横峰街道供稿 
·泽国镇· 泽国镇供稿 

·大溪镇· 大溪镇供稿 
·松门镇· 松门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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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横镇· 箬横镇供稿 
·新河镇· 新河镇供稿 

·石塘镇· 石塘镇供稿 
·滨海镇· 滨海镇供稿 

·温峤镇· 温峤镇供稿 
·城南镇· 城南镇供稿 
·石桥头镇· 石桥头镇供稿 

·坞根镇· 坞根镇供稿 
人   物 

·人物· 编辑部组稿 

光荣榜 
·国家级先进集体· 
·国家级先进个人· 

·省级先进集体· 
·省级先进个人· 
·台州市级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 

·温岭市级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 

注：受国家、国家级部门（领

导小组）和省、台州市党委、

政府表彰的材料由有关单位提

供。温岭市先进材料由编辑部

凭文件直接收录。 
 

统计资料 
·2009年温岭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统计局供稿 

文件与文件目录选编 
·重要文件选编· 编辑部收集 

·文件目录选辑· 编辑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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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09 年 12 月 31 日在任领导名录 

单位(盖章)： 

姓  名 党内职务 行政职务 备  注 

    

    

    

    

    

    

    

    

    

    

 

温岭年鉴撰写人员表 

单位名称： 

姓  名  职  务  
分管领导 

联系电话    

姓  名    
撰 稿 人 

联系电话  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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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09 年先进集体名录 

单  位 荣誉称号 批准机关 文 件 号 

    

    

    

    

    

    

 

2009 年先进个人名录 

姓名 身份 荣誉称号 批准机关 文件号 

     

     

     

     

     

     

注：填报本单位及所属单位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受国家、国家级部门（领导小组）和省、台州市党委、政府表彰的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附相关表彰依据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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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浙江省年鉴编纂规范细则（部分） 

框架设计 

一、框架是全书内容的总体设计，是年鉴的基本结构。年鉴内容一般

由特载、专辑（专记）、大事记、统计资料、各类条目、人物、附录及图

照等部分构成。 

二、框架应基本稳定，不宜多变，以利保持年鉴自身的特色、风格和

连续性。但年鉴框架也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有所调整，有所创新。 

三、框架设计应覆盖面广，分类科学，层次清楚，结构严谨，领属关

系得当，内容均衡适度。有关部类的框架设计可以参照 2003 年 3 月 31 日

由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家经济行业分类》进行编排。 

四、框架结构要符合年鉴体例，做到结构栏目化，主体内容条目化。

年鉴主体一般分为 3-4 个层次。3个层次分为栏目（类目）、分目和条目；

4个层次分为栏目（类目）、分目、子目和条目。 

五、年鉴应设置索引或配置全文检索光盘。索引的形式和内容根据各

年鉴性质确定，主题索引为索引的主要种类。 

条目标题 

六、条目标题要明确、简洁。一般使用直述式，用一句话表述一个完

整的信息、中间不用逗号。 

七、条目标题要突出体现主题内容的词，以便检索。忌用形容词和表

程度性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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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同一分目的条目标题，应按一定顺序排列。一般以时间为序排列，

也可以轻重主次排列，或分门别类排列，使条目之间的排列体现一定的逻

辑顺序。 

条目撰写 

九、年鉴条目一般分为综合类条目和专题类（事物类）条目。综合类

条目有“综述”、“概况”；专题类条目主要有重大活动、会议、机构、科

研成果、工程、竞赛、事故、人物等，专题类条目要突出“新”、“大”、“特”、

“要”的特点。 

十、“综述”和“概况”。“综述”置于栏目之首，“概况”置于分目之

首，综合地反映年鉴记述年度内不同栏目和分目所记领域发展变化的全貌

和基本情况。“综述”和“概况”可根据需要设置。“综述”和“概况”要

“全”（全面）和“概”（概况）。一般应包括基本情况、主要成绩（包括

典型材料、重要数据等）、总体特点、存在问题等几个方面的要素。要素

要齐全，防止空洞无物和残缺不全两种倾向。注意动静结合。“综述”和

“概况”既要设置若干相对稳定的要素，又要有各个年度的变化和发展情

况，以增强历史感，体现资料和信息的连续性和可比性。“综述”和“概

况”对所记领域的总体评价应寓于事实的叙述之中，做到述而略论，点到

为止，防止以论代述，借题发挥。注意“综述”、“概况”和专题条目在材

料和数据选用层次上的区别，防止过多重复，包括“综述”与“概况”重

复，“综述”、“概况”与专题条目重复。有些无法避免的重复，要寻找各

自的记述角度，合理运用。同时，要注意三者之间的统一，防止在事实、

数据、评价等方面前后不一，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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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条目的内容应请有关部门把好保密关。涉及港澳台内容的条目

应请有关部门把好政策关。 

十二、各类条目除反映当年业绩以外，也应反映存在问题。 

十三、各类专题条目的正文起始不重复标题。如会议类条目，静态标

题【×××会议】之后的正文，接写“于×月×日召开”，不重复写成“×

××会议于×月×日召开”；动态标题【召开××会议】之后的正文应有

主语，写成“该会议于×月×日召开”。 

十四、条目篇幅。条目的字数视内容而定，一般可分长（800 字左右）、

中（500 字左右）、短（300 字左右）三类，以中、短条为主。 

语言文体 

十五、语言。要求准确、规范、简洁、明了、朴实。 

1、准确，即用词恰当，逻辑严密，资料准确。所用统计数字以统计

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未作统计的数字，由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提供。

统计数字出现不一致的，须注明出处，或加以说明。 

稿件应客观记述，慎用“最大”、“国内领先”、“国际领先”、“国际水

平”、“第一”等文字；经过评比获得的荣誉等，应记明评选的部门。 

2、规范，即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慎用文言、方言、俚语，忌用仅

在行业内通用的简称。某些简约的行业用语一般不用，必需用的应在首次

使用时加括注。如评选“三学（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状元”等。文

句要符合语法、修辞和逻辑要求。 

3、简洁，即用简练、严谨的语言，向读者提供高浓缩的信息。 

4、明了，即开门见山，直陈其事，不用导语，不用铺垫文字，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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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语言，向读者传递信息。 

5、朴实，即用词把握分寸，如实记事，不以偏概全或言过其实，忌

用空话浮词，忌用宣传与广告色彩的语言。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寓于事

实的叙述之中。 

十六、方法与文体。基本使用两种方法：记事、记物、记人用记述；

对事实和知识的介绍、解释，用说明。不用总结报告、新闻报道、散文等

文体。 

名称表述 

十七、除专文、引文外，条目统一以第三人称行文，不用第一人称或

第一人称代词。如不用“我党”、“我军”、“我省”、“我公司”等称谓，直

书“中国共产党”（可简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可简称“解放

军”）、“浙江省”、“××公司”等。 

十八、凡人名均直书其名，一般不用“同志”、“先生”等称谓。需要

说明职务、职称、学衔的，将职务等加在姓名之前。如“杭州市市长××

×”、“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浙江大学教授×××”等。同一栏

目中，人物的职务、职称、学衔只需出现一次，以后均可略去。但涉及外

事活动等需要明确身份的例外。 

十九、对华侨、华人等人士，以“华侨、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

同胞、外籍华人”的称呼为准。涉台用语遵照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联合下发的《关于正确使用涉

台宣传用语的意见》执行。 

二十、会议、组织、机构、法律法规、文件等名称，除常用简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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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首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并用圆括号注明简称，以后用简称。名

称的使用必须前后一致，对同一会议、组织、机构不能使用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不同名称。 

二十一、行政区划的称呼顺序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行政

区划和浙江省行政区划的排序按照有关规定排列。 

二十二、质量认证体系的书写格式为“ISO 9000：2004”（英文字母

与数字之间空汉字的四分之一间距）。 

二十三、所有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称、学术名词等，一般应译成

中文，并视需要括注外文。译文一般以新华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译名为准。 

时间表述 

二十四、时间应写明准确的年、月、日，不用“今年”、“前年”、“本

月”、“上年”、“往年”等时间代名词；不用“近几年”、“最近”、“目前”、

“现在”、“几年来”、“不久以前”等模糊时间概念。 

二十五、公历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农历年月日一律用汉字

表示，并不得混用。如“1998 年 10 月 1 日”不得写成“1998 年十月一日”。

凡人物生卒年月、年龄、年份等也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在括号内注明人物

生卒年月和干部任职起讫时间的，年月日可以脚点表示，如“周恩来

（1898.03.05-1976.01.08）”。 

二十六、年份之间的起讫时间可省略“年”字，如“1980-1985 年”；

也可不省略“年”字，如“1980 年-1985 年”。月、日的用法同上。但不

同月的不能省略“月、日”，如“1998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25 日”。在使

用时全书应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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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

历史纪年中的数字，民国之前的用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的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如清道光二十年（1884）、民国 24 年（193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二十八、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日期的写法，一般不加引号，中间不

用间隔号圆点，如五四运动、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三事变，不必写成

“五·四”运动、“五·一”国际劳动节、“八·一三”事变等，涉及一月、

十一月、十二月的，用间隔号圆点将表示月和日的数字隔开，并外加引号，

避免歧义，如“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等。 

数字、标点和计量名称使用 

二十九、数字用法以 1995 年 12 月发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规定》为准，并根据实际情况，规范使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 

三十、标点符号使用以 199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

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标点符号用法》未作规定的，按照其他有关

规定执行。 

三十一、计量单位按国务院 1984 年 2 月 27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有些特殊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沿用习惯的表述，

如“亩”、“公斤”、“公里”等，并可加注经换算后的法定计量单位数字。 

图片表格 

三十二、卷首、卷未图片主要集中反映年鉴记述的年度内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和突出成就。刊出的照

片，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年度感，具有真实性、典型性和存史价值。每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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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均应有时间、地点、人物（包括主要人物在图片中所处的位置）、

内容的说明。所刊登的图片应保持原有的事实，尽量不用经人工合成图或

模型、效果图等，如确需使用则须注明。 

三十三、随文图片随条目穿插于正文之中，内容既可与有关条目相呼

应，也可以图代条目，并有简要的文字说明。 

三十四、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片，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此类图片

不得出现在广告彩页中。 

三十五、地方综合年鉴应有一幅反映当年本行政区域状况的政区图，

专业年鉴等也可根据需要，附一幅本行政区域的政区图。 

三十六、表格分各类专业表格和综合统计、分类统计表格两部分。表

格可随文穿插于各有关栏目、分目中，也可置于专设的统计资料栏目和卷

未的附录之中。 

三十七、表格构成的要素有表题、表栏、表项和表框。 

表题即表格的名称。除专项统计表外，表题一般应具有时间、地方（单

位）、事项 3 个要素。表题居中排列，一般不加“表”字，如“2008 年各

县（市、区）吸收合同外资情况”。 

表栏是表示表格中各项目类别的名称，居于表格首列或首行。表示主

要项目类别的表栏一般居于表格的首行（也称为表头）。 

表项是表格中纵向或横向自成系列的一组项目栏，所有表项构成表

身。 

表框是决定表格尺寸大小的外部框架。表格的纵向边线可不设。 

三十八、根据表格内容，分别排成单栏、双栏或三栏式，尽量少占篇

幅。必须转页续表的，横表项和纵表项不能省略，并在右上角注明续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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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如表共二页，第二页称“续表”，二页以上分别称“续表一”、“续表

二”⋯⋯⋯），以保持表格的完整性。 

三十九、有统计数字的表格应标明计量单位。表内用单一计量单位的，

在表右上侧标明计量单位，如“单位：万元”、“单位：立方米”等；表内

的计量单位有 2个以上的（含 2个）在表内分别标明。表格中的数据，如

均为整数或保留相同位数的小数，以个位数对齐。表中若有名称或数据上

下行相同，不用“//”或“同上”表示，以具体名称或数据表示。如有需

要说明的内容，可在表格底部横线下以“注⋯⋯”的形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