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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暨原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信息中心）现为国家工业

和信息化部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中心组建于 1958 年，曾经是化工部、国家医药

管理总局、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现已成为我国医药工业系统中历

史最悠久，最具权威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信息中心。 

中国医药统计网（www.yytj.org.cn），是国家统计局批准，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消费品工业司主管的全国医药行业统计统一网上直报系统，承担了全国医药

行业统计网络服务职能，负责采集并发布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

化学药品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中药饮片、生物药品、医疗仪器设备

及器械、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药专用设备 8 个子行业的医药企业数据信息，

是《中国医药统计年报》的数据来源。 

中国医药统计网面向全国医药工业企业及各级管理机构搭建快捷方便的医

药信息服务平台，为宏观调控、战略决策和运行指导以及实时动态的医药行业经

济运行监测提供权威数据支持。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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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日期 

及方式 

（一）医药工业 

1、年报 

Y101 表 医药工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医药

工业法人企业 

次年 3 月 31 日

前，网上直报 

Y102 表 医药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 年报 同上 同上 

Y103 表 医药工业企业财务状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Y104 表 医药工业企业产品产量、出口量、生产能力 年报 同上 同上 

Y105 表 医药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年报 同上 同上 

Y106 表 大中型医药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 年报 
辖区内大中型医

药工业企业 
同上 

2、月报 

Y201 表 医药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 月报 
辖区内全部医药

工业法人企业 

次月 6 日前，网

上直报 

Y202 表 医药工业企业财务状况 月报 同上 
次月 19 日前，

网上直报 

Y203 表 
医药工业企业产品产量、出口量、销售量与

库存量 
月报 同上 同上 

（二）中药材 

1、中药材供应情况表（年报） 

ZY101 表 主要产品出口量、销售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中药

材生产基地 

次年 3 月 15 日

前，网上直报 

2、中药材使用情况表（年报） 

ZY102 表 主要中药材使用情况（试行） 年报 

辖区内全部中成

药生产或中药饮

片加工企业 

次年 3 月 15 日

前，网上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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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运行环境 

（一）系统运行的硬件环境 

1.基本要求 

 CPU 在 1.5G 以上 

 256MB 内存 

 1G 硬盘空间 

 MICROSOFT WINDOWS 兼容鼠标 

 VGA 监视器 

 

2.推荐环境 

 PC 及兼容机 

 512MB 或更大内存 

 20G 以上硬盘 

 MICROSOFT WINDOWS 兼容鼠标 

 VGA 监视器 

 

（二）系统运行的软件环境 

 使用 Windows7 以上中文系统，安装 Office2003 或以上版本。 

 IE 版本为 8.0 及以上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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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户登录 

每个用户首次使用“中国医药统计网”时，由管理员赋予一个唯一的用户名

及初始密码，用户在使用后应及时更改密码。 

（一）用户登录 

第一步：通过链接互联网，打开 IE 浏览器，在“地址”栏内输入“中国医药

统计网”的网址 www.yytj.org.cn，进入统计网首页。 

第二步：在页面左上角的登录区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确定“，完成

登录。 

 

 

 

用户登录后，下方显示用户名称，左侧为操作选择区。用户只有登录之后才

能进行数据填报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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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密码修改 

如下图，登录网站后，点击“修改密码“按钮，可以修改密码。 

 

    为系统安全和自己数据的安全考虑，初始密码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下发，请用

户务必修改密码，否则可能导致数据泄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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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用户的基本操作 

（一）数据填报 

1、填写“医药工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 

企业用户要首先填写单位基本信息：表内信息看似简单却相当重要，每项指

标数据准确与否，都直接影响到主管部门的汇总结果，必须填写完整、正确。 

点击“数据填报“，在右边区域的报表类型中选择“年报”，在上报时间中

选择相应年份，点击“确定”，如下图： 

 

进入法人单位基本情况报表页面，点击表格最下方的“修改”按钮开始填写

本单位基础信息。 

 

表内全部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系统会对表内的逻辑关系进行

审核。如果出错，系统会给出提示，企业用户按提示将数据的错误修改完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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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点击“保存”。完全正确后，单击“上报”按钮即完成该报表的提交。 

 

通过报表下方的“输出 HTML”按钮，将填写的报表从系统导出，可将报表

保存在电脑或存储盘上。法人表输出保存的是 HTML 文件。 

 

填写法人表的基本步骤： 

选择相应的年份 → 修改 → 填写数据 → 保存 → 上报 

企业用户保存报表后，报表并没有完成上报，可以随时进行修改。待最后确

认全部数据正确后再点击“上报”按钮，从而完成该报表的上报。用户一旦上报

后需要修改报表，只能通过联系省/市级主管部门退回报表后，才可以修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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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价值量表 

价值量表指的是医药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表（年报和月报）、医药工业

企业财务状况表（年报和月报）、医药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年报）、

大中型医药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表（年报）。 

以”医药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表“为例，企业用户首先选择报表类型，

如：“月报“。然后选择上报时间，如：“2016 年 1 月”。再选择报表名称，

如果：“医药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表”，最后点击“确定”： 

 

进入报表后，可填写数据。也可以在下图红框的区域中选择不同的报表类型、

时间和报表名称，切换到不同的报表。 

 

表内全部数据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系统会对表内的指标逻辑关系进行

审核。如果出错，系统会给出提示，且错误单元格显示为红色。将鼠标停留在红

色单元格时，系统会自动显示正确的计算公式。如果数据与上一年的同比超过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  10 

 

30%，系统会提示“该数据是否异常，请确认”，如果是正常的，直接点“确认”

按钮；如果不正常，对方可点单元格直接修改。按提示将数据的错误修改完毕后，

再点击“保存”。完全正确后，单击“上报”按钮即完成该报表的提交。 

可以通过点击“修改本月止累计”和“修改去年同月止累计”按钮，对表内

累计数进行修改。请尽量不要修改本月止累计数，一旦这张报表修改其他数据，

点保存后系统后台会重新计算累计值，更新本月止累计。 

系统后台计算公式是：本月止累计=本月实际+上个月的“本月止累计”。 

点击“报表输出”按钮，可以将报表从系统导出，存在自己的电脑或存储盘

上，输出的是 Excel 文件。如下图： 

 

 

   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表内灰色项目的单元格不需要手工填写，点击“保存”按

钮后，由系统根据预先设置的公式自动计算生成。该表中的工业总产值结转之

Y201 表中填报的工业总产值。其他指标系统后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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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 

利税总额=利润总额+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成本（医药工业）-主营业

务税金及附加。 

如果数据与上一年的同比超过 30%，系统会提示“该数据是否异常，请确

认”，如果是正常的，直接点“确认”按钮；如果不正常，对方可点单元格直接

修改。按提示将数据的错误修改完毕后，再点击“保存”。完全正确后，单击“上

报”按钮即完成该报表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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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价值量表的基本步骤： 

点击“修改”→ 填写数据 → 保存 → 校验/计算 → 上报 

数据保存后，可以通过点击“校验/计算”来验证表内录入数据是否符合表

内设定的逻辑公式。当表内数据不符合公式时，可按系统提示的正确公式来修改

数据。待确认全部数据正确后再点击“上报”按钮，完成该报表的上报。用户如

果上报后需要修改报表，只能通过联系省/市级主管部门退回报表后，才可以修

改数据。 

 

3、填写产品表 

与产品相关的报表，主要有“医药工业企业产品产量、出口量、生产能力（年

报）” 、“医药工业企业产品产量、出口量、销售量与库存量（月报）“、“主要

产品出口量、销售情况”、“主要中药材使用情况（试行）”。 

系统中的产品字典根据产品类别不同而分为化学原料药和中间体、化学药

品制剂、中药饮片、中成药等 9 个部分。其中原料药、化学药品制剂、生物制品

和医疗器械已与 CFDA 批准药品信息匹配，建立了企业专属产品库。当用户在

填写与产品的相关报表时，通过报表底下的“报表产品管理”按钮自行从产品字

典中选择产品添加到报表内，然后填写数据。以月报“医药工业企业产品产量、

出口量、销售量与库存量”为例： 

（1）产品添加 

首先，打开报表后没有企业的产品信息，点击报表下方的“报表产品管理”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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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页面后，可以直接勾选产品。也可以输入产品通用名称的关键字，点击

“搜索”： 

 

 

在查询结果中，选取产品并打勾，然后点击“添加到列表”，即将产品添加

到企业用户的产品列表中。该产品所属的剂型会自动识别并添加到表内。如有多

个产品，请重复上述操作，直至所有的产品都选择完毕，最后点击“返回”按钮，

产品目录显示在报表中，即完成产品的添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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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删除 

点击报表下方的“报表产品管理”按钮，在企业产品列表中，点击要删除的

产品名称所在行的“删除”按钮，选择“仅从本期删除”或“从本期及本期以后

全部删除”选项，点击“确定”后产品即被删除。 

 

 

 

在报表中对产品品种选择完毕后，录入相关数据，如果数据同比超过 100%，

系统会提示“该数据是否异常，请确认”，如果是正常的，直接点“确认”按钮；

如果不正常，对方可点单元格直接修改。数据保存后根据系统提示进行修改，否

则无法上报数据。待审核通过后，最后点击“上报”按钮，从而完成报表的上报。 

 

产品表的填报注意事项： 

产品添加 → 填写数据 → 保存 → 上报 

产品表要求原料药品种全部报送。化学药品制剂、生物制剂和中成药制剂产

品，要同时上报剂型及带规格的品种。 

查询产品时要输入产品的通用名。添加产品的同时，该产品所属的剂型会自

动列入到表内。如果在产品字典中没有找到所需的产品或规格时，请联系中国医

药工业信息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在产品字典中添加，联系方式见本手册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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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报情况查询 

该功能用于企业用户查看各时期各类报表的上报情况。 

点击“上报情况查询”按钮，通过选择“报表类型”和相应的时间，点击“确

定”后，显示当前各报表的填报状态。点击下图中的数字“1”：  

 

 

 

“上报情况查询”中的状态列注释：  

1、“审核通过数”列：表示该报表已填写数据，公式校验正确，并且点击了“上

报”按钮，用户不能修改此报表。 

2、“审核未通过数”列：表示该报表已填写数据，但还未点击“上报”按钮或者

公式校验不正确，用户可以修改此报表。 

3、“未报企业数”列：表示该报表尚未填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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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团和其他汇总级用户 

（省市、地市以及协会）的特有操作 

（一）上报情况查询 

集团和其他汇总级用户（指省市级主管部门、地市级主管部门和协会），可

以通过此功能查看集团及其各子公司、辖区内所有企业的各类报表的上报情况。

点击“上报情况查询”按钮，通过选择“报表类型”和相应的时间，选择“企业”，

可以查看各下属企业的报表；选择“集团”，可以查看集团的各类报表。 

 

 

点击“未报数”列，显示企业名称、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也可以利用“查询”

框查找某户企业，同步显示企业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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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审核与退回 

如果汇总级用户对下级企业上报的报表数据进行审核时，对其中的数据存在

疑义，可以通过“上报情况查询“搜索到该企业，打开已上报的报表，点击报表

下方的“退回”按钮后，该报表的状态由“审核已通过”变为“审核未通过”，

此时企业可对报表修改数据。 

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下级企业自身在报表上报后（即该表处于审核已通

过状态），由于某些原因（如数值填写有误、报表时间选择错误等）需要对其中

的数据进行修改时，必须由汇总级用户将该报表退回后才可重新填写。 

 

下级企业已经上报的报表被退回后，该报表的状态由“审核已通过”变为“审

核未通过”。已退回的报表在对其中的数据修改后，可以重新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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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汇总 

省市级用户通过此功能，可以完成统计制度下所要求的所有样式的汇总。 

 

 

 

通过选择报表类型、上报时间、报表名称、汇总对象、汇总范围等汇总选项，

点击“查询“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汇总结果。以湖南省汇总 2015 年 12 月的医

药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表及医药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表，为例： 

操作栏点击指定表，选择时间（月报，2015 年 12 月），报表勾选（医药工

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表和医药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表），选择指标（勾选部分，

也可全选），输出列（勾选全部，也可以选择部分），汇总对象（选择企业，也可

选集团或者集团+企业），仅汇总上报审核已通过的企业选项（若勾选，即汇总

结果中只列出审核已通过企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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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范围（勾选以下全部），分组设置（不勾选，代表汇总全部；也可以选

择部分选项）： 

企业过路（勾选，即汇总结果中列出各企业数据），附加企业信息（不勾选，

该信息取自法人表），汇总条件选择完毕后，点击“执行查询“按钮，系统执行

汇总。 

得到汇总结果，可以选择报表下方的“Excel 输出“按钮，导出汇总结果，

可对数据处理或者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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