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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须知 

本手册旨在介绍国资国企摸底调查客户端的使用方法，对用户操

作及可能遇到的软件使用问题进行分步指导。 

如果用户在填写过程中，遇到填写指标不明确等业务问题，请优

先阅读《填报须知》或点击部分指标右侧的 获取帮助信息。如

有填报业务问题可参考培训网站：http://Lx.cfie.org.cn/，如需填

报技术支持，请发送邮件给 guozi@sinochem.com。 

如果用户双击“国资国企摸底调查系统”启动失败，请尝试以管

理员身份运行文件夹中的“一键修复工具”，然后重新启动“国资国

企摸底调查系统”。如果以上操作仍不能启动系统，请将错误截图发

送至：guozi@sinochem.com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技术顾问将与您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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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登录 

 

1. “点击进入系统”：点击后进入到机构选择的页面 

2. “退出系统”：点击后退出客户端 

 

1. “机构类型”：企事业单位勾选“企事业单位”；国资监管机构勾选

“国资监管机构”。此项为必填项 

2. “联系电话”：填报工作的联系电话，可输入多个。联系电话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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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数字、+、;、-、()”输入。此项为必填项。 

3. “确定”：点击后进入到首页。 

4. “取消”：点击后返回系统登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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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页 

企事业单位首页 

 

1. “《国资国企摸底调查系统使用说明》”：点击后展示《填报须知》。 

 

2. “组织机构注册全称”：未填报时展示“未填报”，填报后展示“已

经保存的企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全称”。点击后跳转“基本信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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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模块。 

3、“国有资本布局情况调查表”、“产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一）”、“产

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二）”：未填报展示“未创建”，已填报展示“已

保存”。点击后跳转相应的调查表填报页。 

国资监管机构首页 

 

1. “《国资国企摸底调查系统使用说明》”：点击后展示《填报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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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资监管机构名称”：未填报时展示“未填报”，填报后展示“已

经保存的国资监管机构全称”。点击后跳转“基本信息维护”模块。 

3. “国有资本布局情况调查表”、“产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一）”、

“产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二）”：未导入展示“0份”，已导入展示“x

份”，x为每个表单的导入份数。点击后跳转相应的调查表汇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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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信息维护 

组织机构基本信息维护 

 

1. “组织机构注册地”：勾选填报企业注册地。境内企业（不包含港

澳台）勾选“中国境内”，境外企业（包括港澳台）勾选“境外（含

港澳台）”。此项为必选项，在保存后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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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组织机构基本信息维护 

 

1. “组织机构注册全称”：填写企事业单位的注册全称，系统支持两

个字及以上的模糊匹配。若未搜索到或名称发生变更，也支持直接

输入或编辑，此项为必填项且保存后不可修改。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企事业单位的信用代码。此项会在填写

完“组织机构注册全称”后自动带出。此项支持手动修改，为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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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且保存后不可修改。 

3. “所属集团名称”：填写企事业单位所属一级企业集团的注册全称。

此项会在填写完“组织机构注册全称”后部分能够自动带出。可以

点击后方气泡说明查看此项具体定义。支持手动填写修改。 

4. “组织机构类别”：填写企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类别，默认为空，

下拉单选。可以点击后方气泡说明查看每一下拉项具体含义。此项

为必填项。 

5. “注册资本”：默认为 0，手动填写，默认单位为“人民币（CNY）”，

可以下拉单选。此项可支持整数位十万亿级别，最高精确到分（小

数点后 6位）。 

6. “成立时间”：填写企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默认为空。此项为必

填项。 

7. “联系电话”：填写开展填报工作的联系方式，默认为登录页填写

的电话。可以点击后方气泡说明查看此项具体定义。 

8. “备注”：因各种原因，确实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报单位，

可在代码填报栏选择组织机构代码或者其他类型代码，并在此说

明情况。 

9. “保存”：点击后将会校验填报项。若存在不合理输入或漏填项将

会在错误处标红提示。若输入全部正确，则会提示“信息确认”弹

框，点击“确定”后可保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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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置客户端”：点击后弹出“是否重置客户端”弹框。该操

作将会清空目前已经填报的所有信息并退出客户端。点击“确定”

会重置客户端，点击“取消”不进行任何操作返回基本信息维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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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组织机构基本信息维护 

 

1.  “组织机构注册全称（英文/中文）”：填写组织机构的注册全称，

系统支持两个字及以上的模糊匹配。若未搜索到或名称发生变更，

也支持直接输入或编辑，此项为必填项且保存后不可修改。 

2. “注册地所在国家地区”填写境外组织机构的注册国家或地区，下

拉单选，前 10个为常见国家或地区，后面以拼音首字母为序。此

项为必填项。 

3. “所属集团名称”：填写组织机构所属一级企业集团的注册全称。

此项会在填写完“组织机构注册全称”后部分能够自动带出。可以

点击后方气泡说明查看此项具体定义。此项支持手动填写修改。 

4. “组织机构类别”：填写组织机构类别，默认为空，下拉单选。可

以点击后方气泡说明查看每一下拉项具体含义。此项为必填项。 

5. “注册资本”：默认为 0，手动填写，默认单位为“美元（USD）”，

可以下拉单选。此项可支持整数位十万亿级别，最高精确到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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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点后 6位）。 

6. “成立时间”：填写组织机构的成立时间，默认为空。此项为必填

项。 

7. “联系电话”：填写开展填报工作的联系方式，默认为登录页填写

的电话。可以点击后方气泡说明查看此项具体定义。 

8. “商业登记号”：此项填写境外组织机构的商业登记号码。手动填

写。注：境外企业注册地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企业，此

项为必填项。 

9. “备注”：其他需要专门说明的情况，此项非必填。 

10.“保存”：点击后将会校验填报项。若存在不合理输入或漏填项将

会在错误处标红提示。若输入全部正确，则会提示“信息确认”弹框，

点击“确定”后可保存信息。 

 

10. “重置客户端”：点击后弹出“是否重置客户端”弹框。该操

作将会清空目前已经填报的所有信息并退出客户端。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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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重置客户端，点击“取消”不进行任何操作返回基本信息维护页。 

 

国资监管机构基本信息维护 

 

1. “国资监管机构名称”：填写国资监管机构的全称。此项为必填项，

保存后不可修改。 

2. “国资监管机构级别”：填写当前国资监管机构的级别，下拉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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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为必填项。 

3. “联系电话”：填写国资监管机构填报工作的联系方式，默认为登

录页填写的电话。 

4. “保存”：点击后将会校验填报项。若存在不合理输入或漏填项将

会在错误处标红提示。若输入全部正确，则会提示“信息确认”弹

框，点击“确定”后可保存信息。 

5. “重置客户端”：点击后弹出重置确认窗口，确认后会将所有填报、

导入信息全部清空并重新启动客户端，重启后的客户端会重置所有数

据 

四、调查表填报（国资监管机构不涉及） 

国有资本布局情况调查表 

表单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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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调查表”：点击后展示调查表年份选择，下拉单选。确定后

则新建该年份空表。若该年份已经创建，则弹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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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管理 

 

1. “添加小类”：点击后展示涉及的所有行业小类。空壳公司、僵尸

公司、差额项选择特殊分类中的相应选项。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

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支持多选，以及按照分类、父

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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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后，添加该行业小类。若该行业小类已添加，则弹框提示。 

 

2. “打印”：点击后跳转打印预览界面，打印所有的填报信息。每一

年的信息打印在同一张表单上，合计项在表单最右侧，行业小类较

多时分页打印。对于涉及的组织机构信息，打印时仅展示前三家组

织机构代码，多于三家的会在打印表的末端添加附表展示。对于填

报金额项，打印会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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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点击后弹出删除确认弹框。若确定则删除该年份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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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填报 

分行业小类国有资本布局情况 

 

1. “编辑”：点击后进入此小类的编辑界面。 

2. “删除”：点击后弹出提示删除提示框，确认后会删除该行业小类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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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业小类涉及的组织机构信息 

 

1. “添加”：在右侧境内外组织机构信息栏中，选择中国境内填写“组

织机构全称”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输入“组织机构全称”可

以进行模糊匹配，带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选择境外（含港澳

台）只需填写“组织机构全称（中文/英文）”。对于 2016年-2019

年间部分尚没有或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组织机构，如果目前

已经有代码，则按照最新代码填报，如确实有困难则填报当年组织

机构代码或其他标准代码类型。 

2. “组织机构”：罗列已添加的境内外组织机构全称，此项不允许重

复或空行。可进行删除操作。如果需要填报的组织机构数量超过 30

个，可适当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单位填写，但是总数需要尽量精确

统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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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机构数量”：填写包含本级企业在内的并表范围全部组织机

构数量。本项系统会自动加总生成，可进行手动修改，修改数值不

能小于系统自动加和数值，如果小于则系统会恢复至加和数值，并

给出提示。 

4. “主要产品或服务”：点击“选择”会展示该行业小类下的产品/服

务目录，产品或服务支持多项选择。点击“清空”会清除已勾选项，

若在目录中未找到预选内容可在后方的编辑栏中手动输入，多个

产品或服务名称用英文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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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涉及的战略新兴产业代码”：系统会自动匹配该行业小类涉及的

战略新兴产业代码（如有），点击“选择”会展示产略新兴产业代

码目录，支持手动勾选战略新兴产业代码。战略新兴产业代码支持

多选及按关键字筛选。 

 

6. “涉及的工业‘四基’代码”：非必填项，点击“选择”，系统展示

工业四基目录。目录支持多选及按照大类、关键字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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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资产情况 

 

1. “添加行”：点击后在境内资产总额栏中添加一行空行。 

2. “境内资产总额”：填写本行业小类在本年度境内不同省份（不含

港澳台）的资产总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

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填报单位

为万元人民币。此项不允许重复或空行。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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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填报说明。 

3. “境外资产总额”：填写本行业小类在本年度境外不同大洲（及港

澳台）的资产总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

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填报单位为

万美元。此项不允许重复或空行。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

填报说明。 

4.  “合计（境外）”：填写该行业小类的境外资产总额合计，系统自

动加和表单内的填报数据，支持手动修改。 

5. “折算为”：企事业单位可自行按照当年的记账汇率计算填写。 

6. “合计（境内）”：填写该行业小类的境内资产总额合计，系统自动

加和表单内的填报数据，支持手动修改。 

7. “上市资产占比”：指所列行业小类境内、境外交易所挂牌上市资

产占总资产的比值。支持 100 以下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

效数字。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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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权益情况 

 

1. “境内所有者权益”：所列行业小类在境内的资产总额减去这些资

产对应的负债余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

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可以点击后

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2. “境外所有者权益（含港澳台）”：所列行业小类在境外（含港澳台）

的资产总额减去这些资产对应的负债余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

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

后 6位））。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3. “境外所有者权益折算为”：填报单位可自行按照当年的记账汇率

计算填写。 

4. “境内国有权益”：所列行业小类按照国有权益计算方法得到的数

额，具体方法可以点击后方气泡查看。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

高支持到十万亿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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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5. “境外国有权益（含港澳台）”：所列行业小类按照国有权益计算方

法得到的数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别

（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 

6. “境外国有权益折算为”：填报单位可自行按照当年的记账汇率计

算填写。 

d. 收入利润 

 

1. “添加行”：点击后在境内营业收入栏中添加一行空行。 

2. “境内营业收入”：填写本行业小类在本年度境内不同省份（不含

港澳台）的营业收入。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

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单位

为万元人民币。此项不允许重复或空行。 

3. “境外营业收入”：填写本行业小类在本年度境外不同大洲（及港

澳台）的营业收入。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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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单位为

万美元。此项不允许重复或空行。 

4. “合计（境内）”：填写该行业小类的境内营业收入合计，系统自动

加和表单内的填报数据，支持手动修改。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

详细的填报说明。 

5. “合计（境外）”：填写该行业小类的境外营业收入合计，系统自动

加和表单内的填报数据，支持手动修改。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

详细的填报说明。 

6. “其中出口收入”：填写营业收入中出口收入的合计金额。填报支

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

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单位为万元人民币。可以点击后方

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7. “折算为”：填报单位可自行按照当年的记账汇率计算填写。 

8. “境内利润总额”：填写所列行业小类在境内市场经营所获得的利

润总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别（10位），

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单位为万元人民币。

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9. “境外利润总额”：填写所列行业小类在境外市场（含港澳台）经

营所获得的利润总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

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单位

为万美元。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10. “境外利润总额折算为”：填报单位可自行按照当年的记账汇



28 

 

率计算填写。 

11. “净利润”：指填报单位按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后利润。填报支

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

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单位为万元人民币。可以点击后方

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12. “归母净利润”：指填报单位按会计准则应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万亿级别（10 位），

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单位为万元人民币。

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e. 研发和专利 

 

1. “平台总数量”：填写填报单位进行科学研究等活动所拥有的实体

性研究院、研究所等数量，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

明。支持整数输入。 

2. “国家级研发平台数量”：填写填报单位进行科学研究等活动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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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国家级研发平台数量。支持整数输入。 

3. “研发总支出”：填写直接针对所列行业小类各填报单位在统计年

度所投入的研发经费总额。填报支持到分元（整数位最高支持到十

万亿级别（10位），小数位最多支持到分（小数点后 6位）），金额

单位为万元人民币。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4. “有效专利拥有总量”：填报单位以所列行业小类为主体在统计年

度的有效专利数量，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支

持整数输入。 

5. “有效发明专利数”：填报单位以所列行业小类为主体在统计年度

的标为发明类的有效专利数量，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

填报说明。支持整数输入。 

6. “欧美发明专利数”：填报单位以所列行业小类为主体在统计年度

的欧美国家授权的有效专利数量，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

的填报说明。支持整数输入。 

7. “PCT 专利申请数”：填报单位以所列行业小类累计向国际专利组

织（PCT）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

填报说明。支持整数输入。 

8. “关闭”：点击后弹出关闭提示弹框。点击“保存退出”将会保存

所填信息并退出编辑。点击“立即关闭”将会不保存填报信息并退

出编辑。点击“取消”返回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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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存”：点击后进行所填项的格式检验以及数值校验，若存在不

合理输入或漏填项将会在跳转到错误处并标红提示。若输入全部

正确，则成功保存。 

年度统计数据 

 

1. “编辑”：点击后跳转编辑年度统计数据界面。在界面中可以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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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填报单位年度决算数据、差额项填报说明及“十四五”重点技

术方向、技术引进与转让情况。

 

1） 营业总收入：指的是填报单位年度决算数据中合并报表口径的

营业总收入。央企总部、地方国有企业总部该项必填。 

2） 利润总额：指的是填报单位年度决算数据中合并报表口径的利

润总额。央企总部、地方国有企业总部该项必填。 

3） 净利润：指的是填报单位年度决算数据中合并报表口径的净利

润。央企总部、地方国有企业总部该项必填。 

4） 资产总额：指的是填报单位年度决算数据中合并报表口径的资

产总额。央企总部、地方国有企业总部该项必填。 

5） 所有者权益：指的是填报单位年度决算数据中合并报表口径的

所有者权益。央企总部、地方国有企业总部该项必填。 

6） 差额项填报说明及“十四五”主要技术方向：1.请填报单位逐

年对表中选择的差额项（如有）进行补充说明，重点描述资产

总额、所有者权益、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五大指标

的差额项计算方法，并说明将其进一步划分到行业小类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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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请在 2019年的调查表中描述“十四五”重点技术方向，

说明填报单位未来五年计划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投入，并期望

取得突破。 

7） 境内技术引进支出：指填报单位为支撑所列行业小类发展，从

境内引进外部技术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截至日期为数据收集年

度的 12月 31日。 

8） 境外技术引进支出：指填报单位为支撑所列行业小类发展，从

境外引进外部技术所支出的全部费用，统计截至日期为数据收

集年度的 12月 31日。 

9） 境内技术转让收益：指的是填报单位转让或许可境内机构使用

所列行业小类的自主技术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统计截至日期为

数据收集年度的 12月 31日。 

10） 境外技术转让收益：指的是填报单位转让或许可境外机构使用

所列行业小类的自主技术所获得的全部收入。统计截至日期为

数据收集年度的 12月 31日。 

11） 关闭：关闭当前填报的年度统计数据界面，数据不进行保存。 

12） 保存：保存当前填报的年度统计数据界面，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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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一） 

表单创建 

 

1. “新增调查表”：点击后展示制造业和建筑业所涉及的所有行业小

类。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支

持多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若行

业小类已经添加，弹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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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管理 

 

1. “打印全部小类”：点击后跳转打印预览界面，打印所有的行业小

类信息。每一个行业小类打在同一份中。 

2. “添加小类”：点击后展示制造业和建筑业所涉及的所有行业小类。

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筛选。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支

持多选，以及按照关键字模糊匹配。 

3. “编辑”：点击后跳转“产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一）” 编辑页。 

4. “打印”：点击后跳转打印预览界面，打印该条行业小类信息，涉

及的组织机构仅打印填报的前三项。 

5. “删除”：点击后弹框提示删除确认，若确定则删除该条行业小类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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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填报 

a. 行业小类涉及的组织机构信息 

  

1. “添加”：输入组织机构全称能够自动带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

果没有带出，则自行填写，系统支持两个字及以上的模糊匹配,点

击添加，在组织机构信息栏中显示添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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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机构数量”：填写包含本级企业在内的并表范围全部组织机

构数量。本项系统会自动加总生成，支持手动修改。如果手动修改

的值比系统计算的值大则能够保存，如果小于系统的值，点击保存

系统则会弹框提示，并修复回系统计算的值。可以点击后方的气泡

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3. “主要产品或服务”：点击“添加”会展示该行业小类下的产品/服

务目录，产品或服务支持多项选择。点击“清空”会清除已勾选项。 



38 

 

4. “自定义产品或服务”：若在目录中未找到预选内容可在后方的编

辑栏中手动输入，多个产品或服务名称用英文逗号分隔。 

b. 工艺设备 

  

1. “完全实现国产化的关键工艺及设备数量”：填写企业完全实现国

产化的关键工艺数及设备数，支持整数输入。 

2. “关键工艺及设备总数”：填写企业关键工艺及设备总数，支持整

数输入。 

3. “关键工艺和设备的国产化程度”：系统自动计算，为“完全实现

国产化的关键工艺及设备数量”与“企业关键工艺及设备总数”的

比值。支持手动修改，若进行修改则“注释说明”项必填。 

4. “注释说明”：若手动修改“关键工艺和设备的国产化程度”则此

项必填，文字说明具体原因。 

5. “添加行”：点击后在进口关键工艺及设备情况信息栏中添加一行

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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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口关键工艺及设备情况”：信息栏中，点击“删除”弹出删除

提示框，若确定则删除该行信息。“国家地区”支持下拉单选。此

项不允许空行，可以有重复行。 

7. “境内是否有替代性方案”：此项默认不选择，根据具体情况手动

选择“是/否”，上述关键工艺及设备只要不是全部可替代，此处均

选择否。 

c. 上游情况 

 

 

1) “添加”：点击后跳转“行业上游原材料情况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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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游原材料所属行业小类”：点击“选择”展示涉及的所有行业

小类。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

仅支持单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 

 

 

2. “主要原材料名称”：点击“添加”，展示所选行业小类下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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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支持多选。点击“清空”，删除所选原材料。 

3. “自定义原材料名称”：若在主要原材料名称目录中未找到预选项，

可在此处手动输入。 

4. “是否属于工业‘四基’范围内的基础关键材料”：默认不勾选，

必填项，根据需要手动选择。 

5. “是否存在境外供应商”：默认不勾选，手动选择“是/否”。若选

择“是”则需要填写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 

6. “添加行”：点击后在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栏中添加一行空行。 

7. “境外关键供应商”：点击“删除”，直接删除该行供应商信息。“国

家地区”下拉单选，“供应商”手动填写。此项不允许有空行。 

8. “境内是否有替代性方案”：默认不勾选，手动勾选“是/否”。 

9. “此类原材料对外依存度评价”：默认不选择，手动下拉单选。 

 

2) “添加”：点击后跳转“行业上游零部件（元器件）添加” 



42 

 

 

1. “上游零部件（元器件）所属行业小类”：点击“选择”展示涉及

的所有行业小类。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

行业小类仅支持单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

糊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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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零部件（元器件）名称”：点击“添加”，展示所选行业小类

下的零部件（元器件）目录，支持多选。点击“清空”，删除所选

零部件（元器件）。 

3. “自定义零部件（元器件）名称”：若在主要零部件（元器件）名

称目录中未找到预选项，可在此处手动输入。 

4. “是否属于工业‘四基’范围内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默

认不勾选，必填项，根据需要手动选择。 

5. “是否存在境外供应商”：默认不勾选，手动选择“是/否”。若选

择“是”则需要填写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 

6. “添加行”：点击后在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栏中添加一行空行。 

7. “境外关键供应商”：点击“删除”，直接删除改行供应商信息。“国

家地区”下拉单选，“供应商”手动填写。此项不允许有空行。 

8. “境内是否有替代性方案”：默认不勾选，手动勾选“是/否”。 

9. “此类零部件（元器件）对外依存度评价”：默认不选择，手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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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单选。 

d. 所需技术服务 

 

1) “添加”：点击后跳转“行业所需技术服务添加” 

 

1. “技术服务所属行业小类”：点击“选择”展示涉及的所有行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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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仅

支持单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 

 

2. “主要技术服务名称”：点击“添加”，展示所选行业小类下的技术

服务目录，支持多选。点击“清空”，删除所选技术服务。 

3. “自定义技术服务名称”：若在技术服务名称目录中未找到预选项，

可在此处手动输入。 

4. “是否存在境外供应商”：默认不勾选，手动选择“是/否”。若选

择“是”则需要填写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  

5. “添加行”：点击后在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栏中添加一行空行。 

6. “境外关键供应商”：点击“删除”，直接删除改行供应商信息。“国

家地区”下拉单选，“供应商”手动填写。此项不允许有空行。 

7. “境外关键服务商是否具有核心专利技术”：默认不勾选，手动勾

选“是/否”。 

8. “境内是否有替代性方案”：默认不勾选，手动勾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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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类技术服务对外依存度评价”：默认不选择，手动下拉单选。 

e. 下游情况 

 

 

1) “添加”：点击后跳转“下游情况添加” 

 

 

1. “下游客户所属行业小类”：点击“选择”展示涉及的所有行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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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仅

支持单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 

 

2. “下游客户是否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默认不勾选，手动选择

“是/否”。此项为必填项。 

3.  “是否存在境外客户”：默认不勾选，手动选择“是/否”。若选择

“是”则需要填写境外客户信息。  

4. “向境外客户销售产品或服务类型”：默认不选择，支持多选。 

5. “添加行”：点击后在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栏中添加一行空行。 

6. “境外关键客户”：点击“删除”，直接删除改行供应商信息。“国

家地区”下拉单选，“客户”手动填写。此项不允许有空行。 

7. “填报单位在该行业国际竞争力评价”：默认不选，下拉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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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对标比较 

 

1. “研发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默认为空，手动填写。 

2. “原材料保障的国际比较”：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后方

气泡查看具体填报要求。 

3. “供应链支撑的国际比较”：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后方

气泡查看具体填报要求。 

4. “综合成本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后方气泡查看

具体填报要求。 

5. “劳动力成本和供给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 

6. “盈利能力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后方气泡查看

具体填报要求。 

7. “其他（行业政策等）的国际比较”：默认为空，手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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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风险分析 

 

1. “行业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

后方气泡查看具体填报要求。 

h. 产业链评价 

 

 

1）“添加行”：点击后跳转“添加行业涉及的产业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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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的产业链名称”：默认为空，手动填写，此项为必填项。 

2. “该行业是否为产业链关键环节”：默认不选择，手动选择“是/

否”。 

3. “该行业处于产业链的相对位置”：默认不选择，下拉单选。 

4. “对产业链未来布局的意见与建议”：默认为空，手动输入。 

 

2）“关闭”：点击后弹出关闭提示弹框。点击“保存退出”将会保存

所填信息并退出编辑。点击“立即关闭”将会不保存填报信息并退出

编辑。点击“取消”返回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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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点击后进行所填项的格式检验以及数值校验，若存在不

合理输入或漏填项将会在跳转到错误处并标红提示。若输入全部正确，

则成功保存。 

产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二） 

表单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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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调查表”：点击后展示除制造业建筑业外的所有行业小类。

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支持多

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 

 

表单管理 

 

1. “打印全部小类”：点击后跳转打印预览界面，打印所有的行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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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信息。每一个行业小类打在同一份中。对于填报金额项，打印会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2. “添加小类”：点击后展示除制造业、建筑业外的所有行业小类。

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支持多

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 

3. “编辑”：点击后跳转“产业链情况专题调查表（二）” 编辑页。 

4. “打印”：点击后跳转打印预览界面，打印该条行业小类信息。对

于填报金额项，打印会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5. “删除”：点击后弹框提示删除确认，若确定则删除该条行业小类

信息。 

 

表单填报 

a. 行业小类涉及的组织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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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地在境内/境外的组织机构全称”：境内外组织机构请填写

注册全称。系统支持两个字及以上的模糊匹配，此项不允许重复或

空行。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部分单位此项会在填写完“组织机构注册

全称”后自动带出。此项支持手动修改或输入，为必填项且添加后

不可见。 

3. “添加”点击后左侧显示组织机构信息行。 

4. “组织机构数量”：填写包含本级企业在内的并表范围全部组织机

构数量。本项系统会自动加总生成，支持手动修改。如果手动修改

的值比系统加总的多则能够保存，如果小则会系统修复回加总的

值并弹框提示。点击后方的气泡查看详细的填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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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产品或服务”：点击“添加”会展示该行业小类下的产品/服

务目录，产品或服务支持多项选择。点击“清空”会清除已勾选项。 

6. “自定义产品或服务”：若在目录中未找到预选内容可在后方的编

辑栏中手动输入，多个产品或服务名称用英文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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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键技术设备 

 

1. “完全实现国产化的关键技术及设备数量”：填写企业完全实现国

产化的关键技术数及设备数，支持整数输入 

2. “关键技术及设备总数”：填写企业关键技术数及设备总数，支持

整数输入。 

3. “关键技术及设备国产化程度”：系统自动计算，为“完全实现国

产化的关键技术及设备数量”与“关键技术及设备总数”的比值。

支持手动修改，若进行修改则“注释说明”项必填。 

4. “注释说明”：若手动修改“关键技术及设备国产化程度”则此项

必填，文字说明具体原因。 

5. “添加行”：点击后在进口关键技术及设备情况信息栏中添加一行

空行。 

6. “进口关键技术及设备情况”：信息栏中，点击“删除”弹出删除

提示框，若确定则删除该行信息。“国家地区”支持下拉单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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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不允许空行，可以有重复行 

7. “境内是否有替代性方案”：此项默认不选择，根据具体情况手动

选择“是/否”。上述关键技术及设备只要不是全部可替代，此处均

选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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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量或服务规模 

 

1) “添加”：点击后跳转“产量或服务添加页”。 

 

1. “指标名称”：默认为空，此项为必填项。最多支持 200 字输入。 

2. “指标单位”：默认为空，最多支持 200字输入。 

3. “指标数值”：默认为空，最多支持 200字输入。 

4. “说明”：默认为空，最多支持 200字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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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下游情况 

 

1) “添加”：点击后跳转“下游情况添加” 

 

1. “下游客户所属行业小类”：点击“选择”展示涉及的所有行业小

类。行业小类支持按照行业门类，行业门类下拉单选，行业小类仅

支持单选，以及按照分类、父类以及说明中的关键字模糊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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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游客户是否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默认不勾选，手动选择

“是/否”。此项为必填项。 

3.  “是否存在境外客户”：默认不勾选，手动选择“是/否”。若选择

“是”则需要填写境外客户信息。  

4. “向境外客户销售产品或服务类型”：默认不选择，支持多选。 

5. “添加行”：点击后在境外关键供应商信息栏中添加一行空行。 

6. “境外关键客户”：点击“删除”，直接删除改行供应商信息。“国

家地区”下拉单选，“客户”手动填写。此项不允许有空行。 

7. “填报单位在该行业国际竞争力评价”：默认不选，下拉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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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标分析 

 

1. “研发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默认为空，手动填写。 

2. “综合成本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后方气泡查看

具体填报要求。 

3. “市场占有率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后方气泡查

看具体填报要求。 

4. “人力资源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 

5. “盈利能力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可以点击后方气泡查看

具体填报要求。 

6. “添加行”：点击后在其他自选维度添加一行。 

7. “其他自选对比维度”：默认为空。点击删除，弹出删除提示，确

认后删除本行。“其他自选维度名称”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其他

自选维度竞争力评价”默认为空，手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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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风险分析 

 

1. “行业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分析”：默认为空，手动填写。包括：

周期性、成长性、产业关联度、行业壁垒、行业政策等风险。要突

出原材料对外依存、供应商多元化水平、技术对外依存度、生产和

检测设备自主化率、产业集中度、市场多元化等方面。可以点击后

方的气泡说明查看具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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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产业链分析 

 

1）“添加行”：点击后跳转“添加行业涉及的产业链情况” 

 

1. “涉及的产业链名称”：默认为空，手动填写，添加行后此项为必

填项。 

2. “该行业是否为产业链关键环节”：默认不选择，手动选择“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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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行业处于产业链的相对位置”：默认不选择，下拉单选。 

4. “对产业链未来布局的意见与建议”：默认为空，手动输入。 

2）“关闭”：点击后弹出关闭提示弹框。点击“保存关闭”将会保存

所填信息并退出编辑。点击“立即关闭”将会不保存填报信息并退出

编辑。点击“取消”返回前页。 

3）“保存”：点击后进行所填项的格式检验以及数值校验，若存在不

合理输入或漏填项将会在跳转到错误处并标红提示。若输入全部正确，

则成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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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导入 

 

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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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文件”：开始选择下级机构数据文件进行数据导入 

2. “选择文件”：在电脑文件中选择待导入的下级机构数据文件 

3. “打开”：打开数据文件，操作后文件状态为“待导入” 

4. “开始导入”：系统开始进行数据导入操作，操作后文件状态为“导

入成功”。如当前客户端的数据文件中已包含待导入文件数据，则

不能进行数据导入，会弹出“数据导入提示”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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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闭”：关闭数据导入模块 

重复数据导入提示 

 

 

1. “确定”：点击将查看重复机构 

2. “取消”：点击将跳过重复机构的数据导入 

3. “继续导入”：点击将删除已导入重复组织机构的数据，继续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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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织机构信息。 

4. “取消”：点击将跳过重复机构的数据导入 

导入数据管理 

 

 

1. “导入日志”：查看已导入的记录日志，日志将会记录已导入的机

构名称、导入时间 



69 

 

2. “查看”：查看这条数据文件包含的全部组织机构名称 

3. “删除”：删除该组织机构本次导入的全量数据 

4. “关闭”：退出导入日志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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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汇总查询 

 

 

1. “已导入组织机构信息”：查看目前已导入的组织机构信息。 

2. “关键字”：支持手动键入组织机构名称。 

3. “筛选”：点击后可以按照“关键字”键入内容从已经导入的组织

机构信息中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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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除”：点击后清除关键字键入的筛选内容。 

 

1. “年度决算财务指标”：查看目前已导入组织机构的年度决算财务

指标具体信息 

2. “筛选”：支持通过“统计年度”、“行业门类”、“企业名称”进行

筛选 

3. “清除”：清除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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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有资本布局情况调查表”：查看目前已导入组织机构的国有资

本布局情况调查表具体信息 

2. “筛选”：支持通过“统计年度”、“行业门类”、“企业名称”、“行

业小类”进行筛选 

3. “清除”：清除查询条件 

 

1. “产业链情况专业调查表一”：查看目前已导入组织机构的产业链

情况专业调查表一具体信息 

2. “筛选”：支持通过 “小类（支持小类名称和小类代码）”、“关键

字（组织机构名称）”进行筛选 

3. “清除”：清除查询条件。 

4. “查看”：查看某个具体组织机构的调查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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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链情况专业调查表二”：查看目前已导入组织机构的产业链

情况专业调查表二具体信息。 

2. “筛选”：支持通过 “小类（支持小类名称和小类代码）”、“关键

字（组织机构名称）”进行筛选。 

3. “清除”：清除查询条件。 

4. “查看”：查看某个具体组织机构的调查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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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导出上报数据 

企事业单位导出上报数据 

 

央企集团总部导出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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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央企集团总部”：选择当前填报单位类型，央企集团总部选择该

项 

2. “选择”：选择数据文件导出位置 

3. “开始导出”：将会生成以“（呈国务院国资委）组织机构注册全

称 mmddhhmm.data”命名的加密数据文件保存至指定位置。如填报

合并数与年度决算数不符，不能进行数据导出，会弹出“数据导

出提示”弹框。 

 

4. “确定”：存在填报合并数与年度决算数不符的情况，点击将查看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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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消”：点击将关闭导出页面 

6. “关闭”：关闭导出页面 

地方国有企业总部导出上报数据 

 

1. “地方国有企业总部”：选择当前填报单位类型，地方国有企业总

部选择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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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选择数据文件导出位置 

3. “开始导出”：将会生成以“组织机构注册全称 mmddhhmm.data”

命名的加密数据文件保存至指定位置。导出文件请与下级单位导

出文件一并刻录光盘提交对应国资监管机构。如填报合并数与年

度决算数不符，不能进行数据导出，会弹出“数据导出提示”弹

框。 

 

 

4. “确定”：存在填报合并数与年度决算数不符的情况，点击将查看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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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消”：点击将关闭导出页面 

6. “关闭”：关闭导出页面 

其他企事业单位导出上报数据 

 

1. “其他企事业单位”：选择当前填报单位类型，其他企事业单位选

择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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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选择数据文件导出位置 

3. “开始导出”：将会生成以“组织机构注册全称 mmddhhmm.data”

命名的加密数据文件保存至指定位置。请将此加密文件刻录光盘

提交上级单位。 

4. “关闭”：关闭导出页面 

国资监管机构导出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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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国资监管机构导出上报数据 

 

1. “省级国资监管机构”：选择当前填报单位类型，省级国资监管机

构选择该项 

2. “选择”：选择数据文件导出位置 

3. “开始导出”：将会生成以“（呈国务院国资委）国资监管机构名

称 mmddhhmm.data”命名的加密数据文件保存至指定位置。 

4. “关闭”：关闭导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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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以下国资监管机构导出上报数据 

 

1. “省级以下国资监管机构”：选择当前填报单位类型，地市级、区

县级国资监管机构选择该项。 

2. “选择”：选择数据文件导出位置 

3. “开始导出”：将会生成以“（呈国务院国资委）国资监管机构名

称 mmddhhmm.data”、“国资监管机构名称 mmddhhmm.data”命名的

2 份加密数据文件保存至指定位置。并将 2 份文件分别刻录光盘

报送至国务院国资委和上级国资监管机构。 

4. “关闭”：关闭导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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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帮助 

 

1. “培训网站”：点击后跳转国资委培训平台。 

2.  “关闭”：点击后关闭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