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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活塞运动组件分会行业信息统计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为行业及会员单位提供信息服务，发挥协会的桥梁与

纽带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的有关规定，特制定

本工作条例。 

第二条  信息统计的范围是活塞运动组件分会会员中生产活塞、活塞环、活

塞销、缸套等的单位。 

第三条  统计内容主要包括产量、产值、财务指标、劳动指标、综合指标等

等。详见附件 1《活塞运动组件分会定期统计报表》。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成立活塞运动组件分会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信息统计工作委员

会主任由分会理事长单位“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并按产品下

设四个小组：活塞、活塞环、活塞销、缸套。各小组组长承担单位如下： 

活  塞：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活塞环：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活塞销：石家庄金刚凯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缸  套：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中生产两个及以上产品的成员企业，可以同时分属于不同的小组。  

第五条  活塞运动组件分会中生产活塞、活塞环、活塞销、缸套等产品的会

员单位填写《信息统计成员单位主要情况表》后，自动转为“信息统计工作委员

会”的成员单位，非会员单位必须首先加入活塞运动组件分会，入会程序按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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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运动组件分会的有关流程执行。 

《信息统计成员单位主要情况表》见附件 2。填写《信息统计成员单位主要

情况表》表是纳入信息统计工作管理单位的必要条件。  

第六条 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1）制定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条例及各项制度； 

（2）制定统计计划并组织实施； 

（3）健全统计指标体系； 

（4）推荐优秀信息统计员人选； 

（5）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对行业信息统计工作进行布置、总结和表彰，并

编制下发会议纪要； 

（6）负责监督信息统计员的工作执行情况； 

（7）对信息统计工作进行评价，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8）对分会统计信息资料进行分析。 

第七条  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职责： 

  （1）组织制定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的各项条例和制度；  

  （2）制定统计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组织健全统计指标体系； 

  （4）汇总成员企业的信息统计资料并按规定进行反馈； 

  （5）对信息统计资料进行分析； 

  （6）其他需要由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主任承担的职责。 

第八条  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组长的职责： 

   （1）对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的各项制度提出建设性建议和意见； 

   （2）负责组织各组成员企业完成各项信息统计工作计划； 

   （3）组织各组成员企业及时上报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要求的各类统计资

料，必要时进行催报； 

   （4）负责各组成员企业统计信息的分析，按期撰写各小行业的统计资料分

析，并报送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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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负责组织各组成员企业参加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信息统计工

作会议； 

    （6）其他需要由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组长承担的职责。 

第九条   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必须设置信息统计员,具体负责

统计信息的填报工作。信息统计员职责如下： 

（1）按规定及时上报统计报表，不得弄虚作假； 

（2）执行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忠实履行各项职责； 

（3）对行业信息统计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及建议； 

（4）按时、准确的报送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所要求的各类统计资料； 

（5）按时参加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信息统计工作会议； 

（6）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法规定，加强对统计资料的保密工作； 

（7）其他需要由信息统计员承担的工作。   

第三章 统计信息管理及应用 

第十条  统计信息的收集为半年报和年报，半年报于每年的7月20前报送；

上市公司由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可以延期到 8 月底前报送；年报于每年后

的 2月底前报送，上市公司可以延期到年后的 4月底前报送。 

第十一条  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将统计信息汇总后，反馈给各填报单位，为

会员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第十二条  各小组组长负责对所属小行业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并将统计

分析资料在收到反馈资料的 10 日内报送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主任，信息统计工

作委员会在延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分会的统计资料分析。 

第十三条 根据各成员单位的需要，为各成员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性资料。  

第十四条  提供行业数据证明性资料的流程 

（1）申请单位必须是分会主业会员单位（活塞、活塞销、缸套、活塞环的

生产单位），连续参与分会统计工作且无会费缴纳拖欠情况； 

（2）申请单位首先提出申请,写明行业数据证明材料的用途、报送单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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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等,报分会秘书处； 

（3）分会秘书处审核通过并由秘书长签字后，提报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以

下简称“总会”）； 

（4）申请单位向总会缴纳费用 2000 元/份，列入活塞运动组件分会费用，

总会开具发票寄给申请单位；  

（5）总会审核材料内容，并确认收到费用后出具行业数据证明材料一式三

份，寄给分会秘书处，分会秘书处留存一份后寄给申请单位。  

第十五条  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建立统计资料档案库。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六条   信息统计资料只反馈给数据填报企业，没有提报统计信息的成

员单位不作为统计信息服务的对象。   

第十七条  各成员单位必须如实填报所要求的统计信息资料，并对所汇总

的统计信息进行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提供给填报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如有违

者，一经查出，按照统计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如造成损失的，追究相关单位及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信息统计工作条例经分会理事会讨论，由分会会员大会通过之

日起生效。 

第十九条  信息统计工作条例由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活塞运动组件分会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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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塞运动组件分会定期统计报表 

填表单位：                                         表    号：HSYDZJ定字 01 号 

单位地址：                                             制表单位：信息统计工作委员会 

                                20    年  月        批准单位：活塞运动组件分会 

行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期完成 去年同期 

1 一、产量指标       

2   1、活塞产量 万件     

3      其中：商用车配件 万件     

4            乘用车配件 万件     

5   2、  活塞环产量 万件     

6       其中：柴油机配件 万件     

7             汽油机配件 万件     

8 3、活塞销产量 万件     

9       其中：柴油机配件 万件     

10             汽油机配件 万件     

11 4、缸套产量 万件     

12     其中：柴油机配件 万件     

13           汽油机配件 万件     

14 二、销量指标       

15 1、活塞销售量 万件     

16       其中：商用车配件 万件   
17             乘用车配件 万件   
18 2、活塞环 万件     

19     其中：柴油机配件 万件   
20           汽油机配件 万件   
21 3、活塞销产量 万件     

22       其中：柴油机配件 万件   
23             汽油机配件 万件   
24 4、缸套产量 万件     

25     其中：柴油机配件 万件   
26           汽油机配件 万件   
27 三  工业总产值  万元   
28       其中：活塞 万元   
29             活塞环 万元   
30             活塞销 万元   
31             缸套 万元   
32 四、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33 其中：活塞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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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活塞环  万元     
35 活塞环 万元     

36 缸套 万元     
37 四、规模       
38 1、全部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39 2、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     

40 3、全部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万元     

41 4、工业增加值（生产法计算） 万元     

42 5、能耗（折标准煤） 吨     

43 五、经济指标       

44 1、营业收入 万元     

45        其中：出口产品营业收入 万元     

46        其中：活塞 万元   
47              活塞环 万元   
48              活塞销 万元   
49              缸套 万元   
50 2、营业成本 万元     

51        其中：活塞 万元   
52              活塞环 万元   
53              活塞销 万元   
54              缸套 万元   
55 3、营业税金及附加 万元     

56 4、销售费用 万元     

57 5、管理费用 万元     

58 6、财务费用 万元     

59        其中：利息支出 万元     

60 7、利润总额 万元     

61 8、利税总额 万元     

62        其中：应交增值税 万元   
63 9、应收账款 万元     

64 10、存货 万元     

65       其中：产成品存货 万元     

66 11、资产总计 万元     

67        其中：流动资金合计 万元     

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     

69        其中：负债合计 万元     

70  12、平均资产总额 万元   
71 13、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万元   
72  14、 股东权益合计 万元   
73 1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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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息统计成员单位主要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企业性质 1、国有 2、民营  3、股份有限公司   4、中外合资   5、外资 

主要产品 

1 产能  2015 年产量  

2 产能  2015 年产量  

3 产能  2015 年产量  

4 产能  2015 年产量  

单位负责人  期末人数  

分管领导  手机  座机  邮箱  

信息统计员  手机  座机  邮箱  

公司简介 

不少于 300 字的简介 

单位负责人：                        填写人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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