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毛协 2019[16]号 

关于开展“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2018-2019 年度 

山羊绒行业企业竞争力测评”工作的通知 
 

各山羊绒会员企业：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挖掘自身潜力，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企业提升

综合竞争力，扩大企业与品牌影响力，经研究，中毛协决定开展“中

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2018-2019 年度山羊绒行业企业竞争力测评”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本次活动仅限主营业务为山羊绒加工及山羊绒品牌企业参加，参

评企业需为中毛协会员。 

二、申报材料 

请参评企业填写企业竞争力测评所需报表： 

1、参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附件 1） 

2、纺织工业企业基本情况及年度主要指标（附件 2） 

3、会员企业情况调查表（附件 3） 

三、报送及截止时间 

以上表格需填好后加盖公章，于 7月 12 日前将原件（或扫描件）

及电子表格发至中毛协秘书处。 



 

附件报表可至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网站（www.cwta.org.cn）下

载。 

四、测评结果及发布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2018-2019 年度山羊绒行业企业竞争力

测评”结果将在 2019 年全国绒毛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全国毛纺织

产业集群（鄂尔多斯）年会及中毛协主办的各项重大活动上发布，并

通过中毛协各平台进行重点推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的规定，我协会保证上报

企业数据信息的安全性，不对外公布单独企业填报的任何数据资料。 

中毛协联系人：吴砚文、张书勤 

电话：010－85229423 

邮箱：cwta@vip.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18 号 

 

附件：1、参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 

2、纺织工业企业基本情况及年度主要指标（B301） 

3、会员企业情况调查表（B302）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日 

 



 

附件 1： 

参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 

企业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网址  

法人代表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  

自主品牌名称  注册时间 年   月 

主要产销情况 2017 2018 
2019 

（1-6 月） 

总产量 

无毛绒（吨）    

羊绒纱（吨）    

羊绒面料（米）    

羊绒衫（件）    

羊绒围巾（件）    

总销售量 

无毛绒（吨）    

羊绒纱（吨）    

羊绒面料（米）    

羊绒衫（件）    

羊绒围巾（件）    

总销售额 

无毛绒（吨）    

羊绒纱（吨）    

羊绒面料（米）    

羊绒衫（件）    

羊绒围巾（件）    

原料使用量 山羊绒（吨）    

 



表    号：B301表

制定机关：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11号

有效期至：2021年1月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区划：□□□□□□

邮政编码：□□□□□□ 电话区号：□□□□

行业类别：□□□□ 电话号码：□□□□□□□□□□□□□□□

报表类别：□ (B 规模以上工业) 传真号码：□□□□□□□□□□□□□□□

单位规模：□ (1 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填表人电话号码：□□□□□□□□□□□□□□□

控股情况：□ (1 国有  2 集体  3 私人  4 港澳台商  5 外商) 填表人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记注册机关级别：□(1 国家      2 省(自治区、直辖市)     3 地(区、市、州、盟)      4 县(区、市、旗))

登记注册类型：□□□(内资：110 国有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外商投资：310 中外合资经营)

主要产品：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③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同时注明主要产品的《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产品类别代码（8位或10位）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营业收入             千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资产总计             千元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 去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 去年

全部从业人员 人 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 吨

  其中：女性 人 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

  其中：高中 人 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小时

        大专 人 全部从业人员年培训费 千元

        本科 人 设备技术改造费 千元

        研究生及以上 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千元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人 信息化投入总额 千元

        研发设计人员 人 劳动、失业保险费 千元

  其中：领导层 人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 千元

        其中：高中 人 生育、工伤保险费 千元

              大专 人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 千元

              本科 人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 千元

              研究生及以上 人   其中:主营业务应付工资总额 千元

工业用水总量 吨 本年应付福利 千元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吨   其中:主营业务应付福利 千元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20    年        月        日

附件2：                         纺织工业企业基本情况及年度主要指标
 20   年



                  表    号：B302表

                    制表单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企业法人代码：□□□□□□□□--□

详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流动资产合计 千元 财务费用 千元

  其中:应收账款净额 千元   其中：利息支出 千元

       存货 千元 营业利润 千元

         其中:产成品 千元 投资收益 千元

固定资产原价 千元 补贴收入 千元

累计折旧 千元 营业外收入 千元

资产总计 千元 利润总额 千元

负债合计 千元 应交所得税 千元

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研究开发费 千元

主营业务成本 千元 本年应交增值税 千元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千元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千元

其他业务收入 千元 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 千元

其他业务利润 千元   其中:出口交货值 千元

营业费用 千元 工业中间投入合计 千元

管理费用 千元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201   年        月        日

附件3：                          会员企业情况调查表

2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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