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文件 

 

中液协[ 2012 ] 23号 

                                                                  

 

关于下发《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建立和规范行业统计工作体系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加强和规范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件行业统计工作，充分发挥行业统

计信息为政府、会员服务的基本职能。协会在征求常务理事会、统计工

作年会参会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建立和规范行业统计工作体系管理办法》（见附件）。请各会员单位对此

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并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协会

秘书处统计工作部联系。 

 

附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建立和规范行业统计工作体系管理

办法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2012年 9月 25日 
 

 

 

 



 

附件：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建立和规范行业统计工作体系管理办法 
 

为加强和规范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件行业统计工作，充分发挥行业统

计信息为政府、会员服务的基本职能，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工作

管理办法》和《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章程》中关于“收集、整

理、分析和发布行业信息；跟踪了解本行业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动态和技

术进步趋势，进行市场预测预报，为政府、企业、会员提供信息服务；

经政府授权，依法进行行业统计工作”的要求。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行业统计工作范围涵盖液压、液力、气动、橡塑密

封和机械与填料静密封行业中的会员企业。 

第二条： 

行业统计工作任务：全面贯彻国家统计工作法律法规，结合行业统

计工作实际，制定统计制度和行业统计工作组织管理体系，根据中国机

械工业联合会的指标体系建立本行业的统计指标体系。运用各种统计方

法，系统、准确、及时地对行业经济运行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并在

此基础上开展统计分析，向国家相关部门和会员提供统计分析资料，发

布行业统计信息。 

第三条： 

行业统计工作部门职责：    

1、按照国家相关统计部门规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指标体系，

建立健全本行业统计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 

2、组织本行业会员单位，收集汇总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按时

完成本行业月度、季度、年度报表的汇总分析工作和统计专刊的编制工作。 

3、做好行业统计人员队伍建设、完善和健全行业统计工作网，在适

当时候推广使用计算机网络报送、汇总、反馈统计资料。 

4、按时组织召开行业年度统计工作会议、做好统计人员专业知识培



 

训工作。 

5、建立并管理好行业统计资料和统计数据库。 

6、按照《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优秀统计单位和统计个人评比条

件》，进行年度表彰。 

7、对行业企业上报的统计数据负有保密责任。 

第四条： 

会员企业承担如下统计工作职责： 

1、按照协会统计工作部的要求，制定本单位统计工作职责和统计资

料报送制度。 

2、协助协会统计工作部依法开展统计工作，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报送本单位月、季、年度统计报表及相关统计资料。 

3、对本单位经济运行和经营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按季提交简要

统计分析。 

4、负责行业统计资料的保密工作。 

第五条： 

行业统计资料、统计信息实行交流共享原则，协会统计工作部按照

各单位报送统计资料的完整性授权实行网上分级阅览。 

第六条： 

行业统计工作组织体系 

统计工作组： 

组  长：协会秘书处统计工作部 

副组长：常务理事单位、各专业分会秘书处、地方协会 

成  员：全体会员 

第七条： 

统计报表单位及要求 

1、报表报送单位 

全体会员单位。其中常务理事、理事单位、部分重点联系企业、地

方协会为报表报送考核单位。 

2、报表报送要求 



 

报表单位必须按协会统计工作部规定的时间，按时报送月度、季度、

年度统计报表和相关统计资料。 

3、报表的种类（见附表 1-5） 

（1）月度报表 

第一种方式：机统企 2-2表   《机械工业重点联系企业主要经济

指标月报》； 

第二种方式：采用地方统计局标准表式 即：《工业企业生产、销

售总值表》、《工业财务状况表》； 

      要求：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必须选择第一种方式，其它单位

尽量采取第一种方式。 

（2）季度报表 

        在月报的基础上增加两种报表 

1）机统企 1-1表  《主要产品产销存情况报表》   

2）《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去向表》                    

（3）年度报表：每年协会另行发文。 

4、报送时间 

月报、季报（含 12月份快报）要求每月 16日前报到协会秘书处统

计工作部，年报要求在财务审计后及时报出。 

5、其他要求 

为了做好政府委托和授权的行业经济运行监测及行业统计工作，使

行业统计工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并在服务于行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

要的作用，协会每年召开统计工作组组长单位会议、理事以上单位（含

部分重点联系企业）统计工作年度会议各一次，研讨部署行业统计工作。

要求有关单位按时参加。 

第八条 

为切实保障本管理办法长期、规范、有效运行，对无辜不报送统计

报表的单位（理事以上单位）作出以下规定： 

1、当月不报送报表的单位，取消网上授权阅览资格； 

2、连续三月不报送报表的单位，在协会网站、行业信息予以公示； 



 

3、连续一年不报送报表的单位，按照协会章程规定程序，取消其常

务理事或理事资格（三年之内不能再申请入会）同时在协会网站、行业

信息予以公示。 

第九条 

本办法经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有效。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附表：1、液压行业表式 

2、液力行业表式 

3、气动行业表式 

4、橡塑密封行业表式 

5、机械与填料静密封行业表式 

 

                                  

 

 

 

 

 

 

 

 

 

 

 

 

 

 



 

附表 1 （3-1）    
液气密行业重点联系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 

   
表    号：机统企 2-2表 

   
制表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组织机构代码：                       月份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企业性质：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企业名称： 
  

计算单位：千元 
 

序号 
指     标     名     称 指标代码 本年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期止累计 

甲 乙 1 2 

1 营业收入 J301     

加项 其中：液压产品营业收入 J301A     

2 营业成本 J31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J33     

4 应交所得税 J46     

5 销售费用 J32     

6 管理费用 J36     

7 财务费用 J39     

8 其中：利息支出 J40     

9 利润总额（亏损以“-”号表示） J45     

10 资产合计 J63     

11 流动资产 J06     

12 其中：应收账款 J08     

13       存货 J10     

14       产成品 J11     

15 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J12     

16 负债合计 J65     

17 其中：流动负债 J22     

18 短期借款 J80     

19 长期借款 J81     

20 固定资产净额 J19     

21 应交增值税 J69     

2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A09     

加项 其中：液压产品产值 A09A     

加项       新产品产值 A09B     

23 工业销售产值 A11     

加项 其中：液压产品销售产值 A11A     

24 其中：液压产品出口交货值 A111     

25 工业增加值 A13     

26 累计订货额 A14     

27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B29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1 （3-2） 
      

液压行业主要产品产、销、存情况 
表  号：机统企 1表 

月份 制定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92号 

企业名称：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产品

代号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生产量 本年销售量 本年库存量 

实物量 
价值量

（万元） 
实物量 其中：出口量 实物量 

甲 乙 丙 1 2     5 

  主要产品(按目录填)             

  齿轮泵 台、件           

  叶片泵 台、件            

  柱塞泵 台、件            

  其它液压泵 台、件            

  齿轮马达 台、件            

  叶片马达  台、件           

  柱塞马达  台、件            

  摆线马达 台、件            

  低速马达（径向、轴向） 台、件            

  方向阀 台、件            

  压力阀 台、件            

  流量阀 台、件            

  比例阀 台、件            

  多路阀 台、件            

  插装阀 台、件            

  叠加阀 台、件            

  其他阀 台、件            

  液压缸 台、件            

  其他液压件 台、件            

  其中：液压转向器 台、件            

  液压系统及装置 套           

  液压机具 台、件            

  蓄能器 台、件            

  冷却器 台、件            

  过滤器及过滤装置 台、件            

  各种接头及法兰 台、件            

  管路总成 台、件            

  油箱附件 台、件            

9903 主导产品（非目录） 万元 -       - 

  1 万元 -       -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1（3-3）                      液压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去向表 
组织机构代码： 

    
月份 

      
企业名称： 

         
行业报表 

   计量   工程建筑 石化通用 重型矿山             

产品名称   农业机械       冶金行业 汽车 机床 船舶工业 出口 其他 

    单位   机  械 机  械 机  械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部门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时间：    年     月   日 

 
注：1、销售去向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填报。 

       



 

附表 2（3-1）  
   

液气密行业重点联系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 

   
表    号：机统企 2-2表 

 
                         月份 

 
制表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企业性质：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企业名称： 
 

计算单位：千元 
 

序号 
指     标     名     称 指标代码 本年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期止累计 

甲 乙 1 2 

1 营业收入 J301     

加项 其中：液力产品营业收入 J301A     

2 营业成本 J31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J33     

4 应交所得税 J46     

5 销售费用 J32     

6 管理费用 J36     

7 财务费用 J39     

8 其中：利息支出 J40     

9 利润总额（亏损以“-”号表示） J45     

10 资产合计 J63     

11 流动资产 J06     

12 其中：应收账款 J08     

13       存货 J10     

14       产成品 J11     

15 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J12     

16 负债合计 J65     

17 其中：流动负债 J22     

18 短期借款 J80     

19 长期借款 J81     

20 固定资产净额 J19     

21 应交增值税 J69     

2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A09     

加项 其中：液力产品产值 A09A     

加项       新产品产值 A09B     

23 工业销售产值 A11     

加项 其中：液力产品销售产值 A11A     

24 其中：液力产品出口交货值 A111     

25 工业增加值 A13     

26 累计订货额 A14     

27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B29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2（3-2） 
      

液力行业主要产品产、销、存情况 

表  号：机统企 1表  

月份 制定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92号 

企业名称：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产品代号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本年生产量 本年销售量 本年库存量 

实物量 
价值量

（万元） 
实物量 其中：出口量 实物量 

甲 乙 丙 1 2     5 

  主要产品(按目录填)           

  企业自定             

  参考如下产品目录 台           

  液力变矩器 台           

  限矩型液压偶合器 台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台           

  传动装置 台           

  液粘调速离合器 台           

  其它 台           

                

                

                

                

                

                

9903 主导产品 万元 -       - 

  

其中:(非目录中所列的

本企业主导产品)   
          

  1 万元 -       -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2（3-3）  

液力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去向表 

组织机构代码： 
    

月份 
     

企业名称： 
          

行业报表 

    计量 液力产品   工程建筑 重型矿山             

  产 品 名 称     冶金行业     石油输送 电力工业 公用事业  汽    车 出  口 其  他 

    单位 销售总额   机  械 机  械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部门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销售去向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填报 
       

 



 

附表 3（3-1） 
   

液气密行业重点联系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 

   
表    号：机统企 2-2表 

  
月份 制表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企业性质：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企业名称： 
 

计算单位：千元 
 

序号 
指     标     名     称 指标代码 本年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期止累计 

甲 乙 1 2 

1 营业收入 J301     

加项 其中：气动产品营业收入 J301A     

2 营业成本 J31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J33     

4 应交所得税 J46     

5 销售费用 J32     

6 管理费用 J36     

7 财务费用 J39     

8 其中：利息支出 J40     

9 利润总额（亏损以“-”号表示） J45     

10 资产合计 J63     

11 流动资产 J06     

12 其中：应收账款 J08     

13       存货 J10     

14       产成品 J11     

15 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J12     

16 负债合计 J65     

17 其中：流动负债 J22     

18 短期借款 J80     

19 长期借款 J81     

20 固定资产净额 J19     

21 应交增值税 J69     

2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A09     

加项 其中：气动产品产值 A09A     

加项       新产品产值 A09B     

23 工业销售产值 A11     

加项 其中：气动产品销售产值 A11A     

24 其中：气动产品出口交货值 A111     

25 工业增加值 A13     

26 累计订货额 A14     

27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B29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3 （3-2） 
      

气动行业主要产品产、销、存情况 
表  号：机统企 1表   

制定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月份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92号 

企业名称：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产品

代号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生产量 本年销售量 本年库存量 

实物量 
价值量

（万元） 
实物量 其中：出口量 实物量 

甲 乙 丙 1 2     5 

  主要产品(按目录填)             

  自定产品              

  参考以下产品目录             

  气缸 台、件           

  气马达 台、件           

  气动控制元件 台、件           

  气阀 台、件           

  气源处理元件             

    二、三联件 台、件           

    过滤器 台、件           

    油雾器 台、件           

    干燥器 台、件           

    其它 台、件           

  气动辅件             

   各种接头、法兰 万件            

   电磁线圈 万件            

  气动机械、系统 套            

                

                

                

                

                

9903 主导产品 万元 -       - 

  

其中:(非目录中所列

的本企业主导产品)   
          

  1 万元 -       -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3（3-3） 

气动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去向表 

组织机构代码： 
    

月份 
      

企业名称： 
          

行业报表 
 

    计量       石化通用 重型矿山           

  产 品 名 称   电子机械 轻工行业 纺织机械     冶金行业 机    床 汽    车 出  口 其  他 

    单位       机    械 机    械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部门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销售去向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填报。 



 

附表 4 (3-1) 
   

液气密行业重点联系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 

   
表    号：机统企 2-2表 

 
                               月份 制表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企业性质：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企业名称： 
 

计算单位：千元 
 

序号 
指     标     名     称 指标代码 本年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期止累计 

甲 乙 1 2 

1 营业收入 J301     

加项 其中：橡胶密封产品营业收入 J301A     

2 营业成本 J31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J33     

4 应交所得税 J46     

5 销售费用 J32     

6 管理费用 J36     

7 财务费用 J39     

8 其中：利息支出 J40     

9 利润总额（亏损以“-”号表示） J45     

10 资产合计 J63     

11 流动资产 J06     

12 其中：应收账款 J08     

13       存货 J10     

14       产成品 J11     

15 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J12     

16 负债合计 J65     

17 其中：流动负债 J22     

18 短期借款 J80     

19 长期借款 J81     

20 固定资产净额 J19     

21 应交增值税 J69     

2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A09     

加项 其中：橡胶密封产品产值 A09A     

加项       新产品产值 A09B     

23 工业销售产值 A11     

加项 其中：橡胶密封产品销售产值 A11A     

24 其中：橡胶密封产品出口交货值 A111     

25 工业增加值 A13     

26 累计订货额 A14     

27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B29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4 (3-2) 
      

橡塑密封行业主要产品产、销、存情况 
表  号：机统企 1表  

制定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月份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92号 

企业名称：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产品

代号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本年生产量 本年销售量 本年库存量 

实物量 
价值量

（万元） 
实物量 其中：出口量 实物量 

甲 乙 丙 1 2     5 

  主要产品(按目录填)             

  参考以下目录             

  橡胶密封件 万件           

  其中：活塞杆密封 万件           

        活塞密封 万件           

        防尘圈 万件           

        旋转密封 万件           

        往复密封 万件           

        组合密封 万件           

       其他硫化橡胶密封垫 万件           

  聚四弗乙烯密封件 万件           

  塑料密封件 万件           

      
          

                

                

                

                

9903 主导产品 万元 -       - 

  

其中:(非目录中所列的本

企业主导产品)   
          

  1 万元 -       -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4 (3-3) 

橡塑密封行业主要产品销售去向表 
组织机构代码： 

    
      月份 

     
企业名称： 

         
行业报表 

 
    计量   工程建筑 石化通用 重型矿山             

  产品名称     农业机械       冶金行业 汽  车 机  床 船舶工业 出  口 其  他 

    单位   机  械 机  械 机  械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销售量 台件                     

销售额 千元                     

 

部门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销售去向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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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2-1) 
   

液气密行业重点联系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 

   
表    号：机统企 2-2表 

 
                                  月份 

 
制表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企业性质：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企业名称： 
 

计算单位：千元 
 

序号 
指     标     名     称 指标代码 本年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期止累计 

甲 乙 1 2 

1 营业收入 J301     

加项 其中：机械、静填料密封产品营业收入 J301A     

2 营业成本 J31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J33     

4 应交所得税 J46     

5 销售费用 J32     

6 管理费用 J36     

7 财务费用 J39     

8 其中：利息支出 J40     

9 利润总额（亏损以“-”号表示） J45     

10 资产合计 J63     

11 流动资产 J06     

12 其中：应收账款 J08     

13       存货 J10     

14       产成品 J11     

15 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J12     

16 负债合计 J65     

17 其中：流动负债 J22     

18 短期借款 J80     

19 长期借款 J81     

20 固定资产净额 J19     

21 应交增值税 J69     

2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A09     

加项 其中：机械、静填料密封产品产值 A09A     

加项       新产品产值 A09B     

23 工业销售产值 A11     

加项 其中：机械、静填料密封产品销售产值 A11A     

24 其中：机械、静填料密封产品出口交货值 A111     

25 工业增加值 A13     

26 累计订货额 A14     

27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B29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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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2-2) 
      

机械、填料静密封行业主要产品产、销、存情况 

表  号：机统企 1表  

制定机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月份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1]92号 

企业名称： 有效期至：2013年 9月 

产品

代号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本年生产量 本年销售量 本年库存量 

实物量 
价值量

（万元） 
实物量 其中：出口量 实物量 

甲 乙 丙 1 2     5 

  主要产品(按目录填)             

  自定产品             

  参考以下目录             

  机械密封行业             

  机械密封 套           

  机械密封配件 件           

  填料静密封行业             

  垫片 万件           

  垫片 吨           

  石墨填料 吨           

  密封件 吨           

                

                

                

                

                

                

9903 主导产品 万元 -       - 

  

其中:(非目录中所列

的本企业主导产品)   
          

  1 万元 -       - 

 

 

企业负责人：                   填表人：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