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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乔通公司是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WebReport系统进入北京市科委的

《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WebReport系统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客户端、服务端都使用java研发

的成熟产品，支持Windows\Linux\Unix等操作系统。 

WebReport系统首创了EXCEL文件直接定义报表模板的技术，校验公式和

SARP公式兼容，上万用户快速在线校验，灵活实用的管理员功能，多种标准

的数据导入导出功能。 

WebReport系统最快能够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一个省级统计部门的网上直报

系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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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网上统计直报WebReport系统技术白皮书（V2009.05） 

中财乔通公司简介 

北京中财乔通软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数据管理为主、专注于提供数据解决方案的独立软件开

发商。中财乔通格守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满意及时的服务跟踪，业务专家的行业咨询服

务。 

中财乔通的优良产品有政府电子政务、企业信息化、网络安全等。中财乔通经过多年的发展，

终端客户已经上万家。客户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等地区，既有各级政府也有大型国企、上市公

司，客户行业有金融业、统计行业、物流、石油化工、食品等各个领域。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中财乔通，有着浓厚的技术沉淀和广阔的

市场积累，丰富经验的知识专家和勇于进取的高手新锐。在中财乔通优秀管理团队的带领下，中

财乔通走向正确和快速的发展方向，产品得到了客户的极大认可和业界的崇尚追捧。 

中财乔通是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北京市科委认定的软件企业，是北京软件行业协会的

会员单位。中财乔通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WebReport系统进入北京市科委的《自

主创新产品目录》。 

中财乔通负责全国物流统计网的全面工作。中财乔通是光彩未来旗下的专业软件公司。 

中财乔通公司专注于统计有多年的光景。从统计制度的草案试运行开始到正式的国家发文，

一直都紧密地和国家有关部委一起探讨和提供软件方面的产品。中财乔通公司对统计的制度和指

标设置、统计软件的功能设计都有很深的理解和很高的能力。在目前全国的物流统计软件系统都

是采用我们的产品。 

中财乔通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光彩未来旗下的专业软件公司，在财务能力、人力资源、项目

管理上中财乔通公司的综合实力在行业软件的研发能力是第一的。中财乔通公司首先提出统计软

件的年代和技术划分理论，统计产品WebReport系统是第三代统计产品的优秀代表。 

用一句话来形容中财乔通公司的实力是我们不断被模仿，我们从未被超越。 

中财乔通公司产品设计能力、开发组织能力的技术能力在国内始终处于顶尖的、领先水平，

我们的技术路线一贯是业内最先进的。我们的产品实现零培训（普通的会计人员或者统计员不需

要经过培训也直接能够上手操作系统），业务人员能够实现系统的二次开发。 

中财乔通公司首先解决了统计系统中的报表快速定义（抛弃了落后的报表设计器的概念，实

现了一分钟定义一张报表的功能），在统计系统中不需要安装任何插件实现了客户端和服务器零

安装的功能，提出了报表上报实时在线监督的概念、功能，提供了报表上报、数据审核、数据交

换、统计分析等在线操作的全套产品。 

中财网上统计直报WebReport系统的主要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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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Report系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编号：软著登字第 BJ12294号，登记号：

2009SRBJ1988，产品名称：中财统计网上直报WebReport系统V1.0）是国家版权局认定的软件产

品，是北京市科委认定的软件产品，WebReport系统进入北京市科委的《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WebReport系统在成熟产品中技术处于绝对的领先地步，系统整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WebReport系统经过多年的研发和版本升级，在统计领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WebReport系统强大实用的近百项功能，操作和使用起来显得得心应手。有简单的电脑操作

经验的企业用户，不需要培训的情况下，就能够借助于WebReport系统的易操作完成报表的上报

工作。没有电脑编程的普通的工作（专业）人员，借助于WebReport系统提供的二次开发功能，

就能够完成系统的二次开发。凭借着 WebReport系统这些特点，WebReport系统在业界称得上是

一款顶级的成熟性产品。 

WebReport系统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客户端、服务端都使用java研发的成熟产品，支

持Windows\Linux\Unix等操作系统。目前市场上的直报系统，有的产品是采用.Net开发，有的

产品是其他高级语言开发的，大部分的产品也许客户端实现了 B/S方式，但是管理端都不是 B/S

方式或者说不是基于J2EE架构技术。如果有一天需要把直报系统升级或迁移到LINUX/NUIX操作

系统的话，这些产品都不能使用，需要重新投入资金，需要重新开发。WebReport系统因为是基

于J2EE架构研发的、无插件、纯JAVA的直报系统，则是在不需要重新开发的情况下，就能够平

移到LINUX/UNIX操作系统。 

WebReport系统是第三代网上直报系统的优秀代表。统计软件的发展历史是伴随着软件技术

的发展而发展的。按照研发技术的分类，统计软件的发展大概经历3阶段。 

2000年以前，这个时期的统计软件都是C/S结构的。用户安装客户端，离线填写后，把数据

盘报送到统计机构，其间统计软件的代表是国家统计局的 SARP系统。客观地讲，SARP系统对中

国统计工作发挥了非常大的历史作用。到面前为止，在有些地方，仍然采用 SARP做为统计的软

件，广大的统计工作人员对SARP系统是非常熟悉的而情有独钟的。 

2000年~2003年，这个时期的统计软件是C/S+B/S结构。有些直报软件改造了客户端，使其

客户端为B/S结构，适应了市场的需求。但其管理端仍然是C/S结构的。这个时期的统计软件的

典型代表是北京某公司的开发区统计软件。 

2003年以后，这个时期的统计软件是纯B/S结构的天下。一些公司看到了过去统计软件的技

术弊端，利用其在软件行业的技术优势和其在统计行业的知识历史沉淀，研发了纯B/S结构的统

计软件。WebReport系统就是这方面代表的佼佼者。 

 

 

 

 

 

 

WebReport系统首创了 EXCEL文件直接定义报表模板的技术 目前市场上的直报软件在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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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一般都采用所谓的报表设计器的概念，这种报表设计器都有高级语言（例如 C++）开发

的插件。报表设计器安装和维护的不方便自不必说，单是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不方便。好好完整

的一张报表，生生地被所谓的“报表设计器”给分成了若干部分。在报表设计时，不是忘了定义

这个部分，就是忘了那个部分，苦呀，设计出一张报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一定满意。WebReport

系统在报表设计上完全抛弃了报表设计器的概念，工作中的普通 EXCEL电子文件被一键拷贝到

WebReport系统中，瞬间就完成了报表的设计。 

 

 

 

 

 

WebReport系统具备多专业一次登录的优点。我们知道，在统计系统中企业上报报表是按照

专业划分的，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报表，同一个企业有时需要报送多个专业的报表。在同一家企

业需要同时申报多个专业的报表时，目前市场上有些直报软件采用了申报不同专业，企业需要多

次登录不同的专业报表系统，给企业带来不少的麻烦。这种解决方式错误地让计算机来完全模仿

统计手工作业而没有真正理解统计中专业的划分原因。其表面上是给专业带来了的管理上的便

利，实则存在数据上的不稳定隐患。这些数据隐患有同一家企业在不同专业的企业属性（例如行

业代码）可能不同，严重时，同一家企业在不同专业的营业状态都可能不一致。WebReport系统

摈弃了这些错误做法，采用了企业一次登录，看到（上报）多个专业的报表，确保了同一家企业

在不同专业（字典）企业属性的一致性。 

 

 

 

 

 

 

 

 

 

WebReport系统的所有操作都是在线完成的。目前市场上的直报软件，有些产品的客户端采

用的是离线填报的。一但在一个报告年度中，希望改变个别指标，这些离线填报的软件就无能为

力。如果希望增加一张新表，对于这些离线填报的软件来讲更是不可能的事情。WebReport的在

线操作功能就克服了这些弊端，WebReport系统随时可以调整指标、增加新的报表。 

WebReport系统支持上万用户快速在线校验。大规模、同时的在线申报对于目前市场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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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报软件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门票销售工作，票务系统的瘫痪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WebReport系统独有的技术，即使上万用户的同时在线申报，WebReport系统也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胜任之。 

WebReport系统在线审核速度非常快。报表申报过程中的逻辑关系校验和实时在线审核在B/S

结构中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技术难题。目前市场上有些直报软件，在多用户申报时，在线实时审核

的速度是不敢恭维的。而几十表内表间的审核公式，WebReport系统在2秒内就能够把审核的结

果计算、展示出来。 

中财网上统计直报WebReport系统的主要功能 

序 模块名称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1 报表定义 将用户普通的 EXCEL 报表拷贝定义到

WebReport系统中 

2 表名维护 根据需要修改设置已经定义报表的报表名称 

3 表头维护 设置修改表头数据 

4 表栏头维护 设置修改表栏头数据 

5 表体维护 设置修改表体数据 

6 表尾维护 设置修改表尾数据 

7 表属性维护 设置修改报表类型，上报时间，所属专业等属性 

8 表样定义完整性维护 报表各维护的纪录情况的查询 

9 删除定义表 删除系统定义的表 

10 校验公式 设置系统校验公式 

11 报表设置 用户应报表的设置 

12 随机报表组合 把不同表的某个指标重新组合成新表 

13 

制 度 设 计

子系统 

删除定义表 删除已经在系统中定义过的表数据 

14 网上开户 为企业开通网上直报功能 

15 企业基本信息及用户

开通 

维护企业的基本信息 

16 修改企业密码 修改企业用户密码 

17 获取密码 查询企业密码 

18 

企 业 信 息

子系统 

专业设置 设置企业所属专业 

19 设置单位应报表 设置企业用户需要上报的表 

20 查看上报情况 查看各种表上报情况及企业数据 

21 报表输入 管理员替企业输入数据 

22 整表校验 按照报表的校验公式统一校验所有企业 

23 报表测算 根据上期数据测算本期没有上报企业的数据 

24 报表清空 删除报表的所有企业数据 

25 更改企业上报状态 更改企业上报没有成功的表报状态 

26 迟报漏报 按照报表生成当期的企业迟报漏报记录 

27 取消企业迟漏报记录 取消企业的某次迟报、漏报 

28 填表人信息归档 把表尾填表人等信息归档到专业字典 

29 

上 报 管 理

子系统 

生成催报企业清单 生成当期催报企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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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模块名称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30 外网数据到内网 把外网的数据导入到内网 

31 法人信息表入库 法人表中的信息放入专业字典当中 

32 报表审核 多级审核报表。支持自动和手工审核。 

33 补录 按照报表生成停产品、转出等类型企业的报表 

34 查询角色的维护 维护查询角色的对象权限 

35 法人表的查询 查询法人表 

36 输入表的查询 查询各期的企业数据 

37 汇总表的查询 查询审核后的汇总表 

38 

综合查询 

过录表 输入表的过录表 

39 组合查询 各种条件的组合查询 

40 条件查询 指标为条件的查询 

41 叠加汇总 汇总指定报表数据 

42 条件汇总 依据数据条件范围设置，汇总相应数据 

43 分组汇总 通过计算公式，把数据汇总到汇总表 

44 汇总台帐维护 汇总表的维护、输出 

45 汇总表审核 汇总表的审核 

46 

统 计 分 析

子系统 

汇总台帐 查询汇总表的数据，形成文件和图形 

47 报表输入打印-通用 表样输出成文本文件或者打印成纸表 

48 汇总报表打印 汇总报表输出成文本文件或者打印成纸表 

49 随机报表打印 随机报表输出成文本文件或者打印成纸表 

50 

报 表 打 印

子系统 

企业基本信息表打印 企业基本信息表输出成文本文件或者打印成纸表 

51 SARP公式维护 对 SARP公式的编辑、维护 

52 单位字典 将单位字典文本文件导入、导出到系统中 

53 数据文本导入 将报表的文本数据导入系统中 

54 数据文本导出 将系统中的报表数据导出成文本 

55 行业字典 将行业字典文本文件导入、导出到系统中 

56 产品目录字典 将产品目录字典文本文件导入、导出到系统中 

57 产品库存字典 将产品库存字典文本文件导入、导出到系统中 

58 ETL 外部历史数据的导入 

59 ETL数据清洗 外部数据的清洗、入库 

60 

数 据 交 换

子系统 

企业说明 编辑企业对报表上报中的数据偏差等的说明文字 

61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的基本信息在线填写 

62 企业上报 企业上报数据 

63 历史数据 企业查看上报过的数据 

64 报表一览 企业查看需要上报的报表 

65 报表模板 企业下载报表的电子格式表样 

66 补录 企业补录漏报的过期报表 

67 文档上报 企业上报分析报告的文档 

68 

客 户 端 网

上直报 

文本上报 企业上报离线文件的报表 

69 专业字段 各专业对应的数据库字段定义 

70 

字 典 维 护

子系统 专业单位字典维护 各专业单位字典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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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模块名称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71 专业字典维护 对专业字典的维护 

72 行业字典维护 对行业字典的维护 

73 产品目录维护 对产品目录的维护 

74 产品库存目录维护 对产品库存目录维护 

75 高新产品目录维护 对高新产品目录进行维护 

76 地域管理 对地域的管理进行维护 

77 分组公式 分组计算汇总的公式 

78 区域管理 对区域进行维护 

79 专业字段 专业字典和法人表的对应关系的维护 

80 区域级别名称维护 区域级别名称进行维护 

81 审核级别字典 维护报表审核的名称、级别、缺省工作日 

82 汇总表审核字典 汇总表审核名称、级别、工作日的维护 

83 机构设置 对机构增加、删除、修改、授权等 

84 人员授权 对机构内的人员增删改及授权 

85 人员授权栏 对人员的具体功能授权 

86 首页维护 对首页的版式进行维护 

87 区域权限定义 对管理员管理的区域权限进行定义 

88 专业权限定义 对管理员管理的专业权限进行定义 

89 初始化数据表 对系统的数据库初始化 

90 数据库导入导出 对系统中的数据库数据进行导入或者导出 

91 系统备份 定制WebReport系统的定时自动备份 

92 菜单维护 对系统菜单进行维护 

93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的分类查询、删除 

94 信息发布 信息、通知发布到首页、专业、企业等各层面 

95 工作定制 定制工作任务 

96 

系 统 管 理

子系统 

工作提醒 提醒开户、审核、任务的信息 

中财网上统计直报WebReport系统的主要客户 

中财乔通公司在全国的物流行业统计软件系统的历年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我们的

WebReport系统的客户如下： 

1、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文（发改运行[2006]62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实施

社会统计核算与报表制度的通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中国与

采购联合会组织的全国社会统计直报系统(http://qg.qgwl.org)。 

2、 由国家商务部组织的全国生产资料统计直报系统。 

3、 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现代协会等组织实施的江苏省统计

网上直报系统(http://www.js56.org)。 

4、 宁夏经济贸易委员会、宁夏统计局、宁夏现代协会等组织实施的宁夏统计网上直报

系统（http://nx.qgw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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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省协会等组织实施的福建省统计网上

直报系统（http://fj.qgwl.org）。 

6、 北京延庆开发区的网上直报统计分析系统（http://www.badaling.com.cn）。 

7、 北京雁栖开发区的统计数据库管理系统（http://tj.yda.gov.cn）。 

8、 山东鲁洲集团。 

9、 深圳市南山区统计局。 

10、 中石油统计处。 

11、 中石化生产调度处。 

12、 安徽省力源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3、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的全国化工统计

网上直报系统(http://zb.cpcia.org.cn)。 

中财网上统计直报WebReport系统的媒体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 统计网上直报 WebReport系统技术内容科学、合理，具

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于进一步规范物流统计工作，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适应

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需要，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副司长 统计网上直报 WebReport系统统一标准，使大家能在同一平

台上说话。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统计网上直报 WebReport系统把物流统计工作做得更好、更

扎实、更上一个台阶。 

方正公司项目经理 中财 WebReport系统能够在多家软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靠得是产品的优

良性能和技术路线的领先性。我们在寻找网上直报的软件供应商时，先后考察、观摩了多家公司

的产品，当我们现场测试了中财乔通公司的WebReport系统后，当时就确定了采用WebReport系

统作为我们集成系统中网上直报的配套产品。 

深圳市南山区统计局长 WebReport系统在统计局多专业、多表种、多期别的报送中，发挥了

积极地作用，尤其在新专业设计中功能作用明显。高新专业是深圳地方局设计的新专业，在时间

紧迫、制度新建的情况下，WebReport系统很好地完成了高新专业的统计。另外，WebReport系

统非常易于使用，在没有培训的情况下，近万家的企业上报，没有因为直报系统操作方面的问题

而影响上报工作。所以，WebReport系统在统计局应用非常适合。 

江苏省经贸委殷处长 WebReport系统在分级权限方面功能强大。江苏省的物流统计工作实行

二级审核，各地市管理员催报、审核当地的报表，省级管理员审核各地市审核后的报表。同时，

江苏省在国家统计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当地的指标和半年报，对于这些要求，WebReport系统

都较好地完成了客户的需求。 

鲁洲集团信息中心李主任 鲁洲集团的销售管理平台（WebReport系统）完成销售员的月度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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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计划、每天的销售报表，鲁洲集团的产品有5级以上，系统实现了动态的按照产品分级的多级

产品汇总展示，一直到销售员的具体销售量。WebReport系统多级、柔性地汇总分级展示对我们

的帮助最大，公司的各级领导能够及时地查看到汇总数据。 

北京延庆经济开发区张工 WebReport系统的报表设计方法非常适合开发区的不规则报表，我

们拿来工作中的 EXCEL文件就直接能够设计报表了，非常简单使用。另外，WebReport系统的服

务也是一流，每到遇到困难时，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满意地解决方案。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薛经理 开发区的操作系统都是 LINUX系统，在选型上我们选择了

WebReport系统。WebReport系统很好地完成了各种报表的报送，分级别的数据查询工作。同时，

很多汇总数据，能够直接形成图表展现在开发区的门户网站上。 

中国物流与采购网 全国生产资料流通统计工作会议圆满召开。由商务部商贸服务管理司与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组织的“全国生产资料流通行业统计工作会议”于2009年1月16-17

日在北京中苑宾馆如期召开。会上北京中财乔通公司的软件开发技术人员，对统计直报系统以及

如何上网填报统计报表等进行了技术培训和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