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报填报流程及常见问题 

一、2021 年年报填报流程 

 



请 各 有 关 企 业 务 必 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 前 在 系 统

（http://app.ssia.org.cn）中提交 2021 年度软件年报，审核通过

后需将年报（封面签字、盖章，PDF 格式）以及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PDF 格式）扫描件上传至系统。 

➢ 填报流程 

1.系统登录用户名为组织机构代码或社会信用代码，初始密码为

组织机构代码或社会信用代码，如密码错误或忘记密码，请先在登录

页面中找回密码，亦可联系技术支持（见下方联系方式）。登录系统

后，可先在左栏“信息管理”中进行企业信息维护，更新与完善企业

相关信息；（请及时更新系统中的联系方式，保证顺畅的沟通渠道） 

2.左栏“报表管理”中点击“企业年报-填报”，选择上报年份

（2021 年）、填写姓名及手机，创建工单。填写报表时，必须填写第

一步中所有必填项（带*号，原则上企业涉及到的指标都需要完整填

写）后，按 enter键或下一步，才能保存当前数据，所有未提交的报

表仅能在“我的待办”中处理，点击“处理工单”即可对该报表进行

填写、修改和提交； 

3.年报共五步，分别为企业基本情况表、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表、

企业主要业务指标、软件业务收入分类表和人工智能企业业务指标表

（如有相关业务）。填报时系统将自动检查该页错误项，如没有错误

项提示，请继续填写下一页报表。报表填写完整并检查无误后，点击

“完成并提交”按钮，报表将上传至系统后台，此时“报表管理”的

“年报查询”显示状态为“审核”，协会工作人员将在 1-2 天时间内



审核报表； 

当“我的待办”中显示“年报-2021”可打印报表时，表示报表已

审核通过，企业可打印报表，签字盖章后上传扫描件（PDF 格式）；

或在“报表管理”的“年报查询”显示状态为“接收资料”，亦可打

印报表。协会确认扫描件后，“业务状态”将更新为“完成”； 

当“我的待办”中显示“年报-2021”流程环节为“年报-填报（回

退）”，表示报表审核不通过，企业需点击“处理工单”查看“审核

意见”并根据意见修改后再提交报表；如需对个别指标进行说明的，

可在报表上方的“企业说明备注”中简要说明。 

企业应随时留意报表状态，如报表被回退，应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对审核意

见有疑问，请联系 83661275/86693376。 

➢ 注意事项 

1.年报数据将作为入选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重点监测企

业以及深圳软件百强的依据，也是政府内部产业运行监测分析以及政

策规划制定的依据，同时，企业是否定期纳统将作为其申报我市数字

经济产业专项资金、软件和互联网企业稳增长奖励专项资金、首套软

件专项资金的条件之一，请各企业提交报表前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并注意表中量级单位（万元/万美元）； 

2.企业集团统计报表应统计合并财务报表后的企业数据；如企业

审计报告未最终确认，应先按照公司财务报表填写；年报统计数据仅

作为政府内部产业监测、运行分析的依据，与其他政府系统项目申报

的数据没有关联； 



3.填至第二步“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表”和第三步“企业主要业务

指标表”时，“去年同期累计”列为 2020 年年报数据直接导入，如

非必要不做修改；如未填写 2020 年年报，应在此列补充完善。企业

需严格按照报表下方“审核要点”完整填写每一项指标； 

4.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000 万以下企业无需上传年报扫描件，网

上审核通过即可（状态显示为“接收资料”），但务必上传营业执照

扫描件（加盖公章，PDF 格式，上传路径：“信息管理”-“我的企业

信息”）。 

➢ 联系方式 

1. 系统技术支持： 

联系人 电话 

廖工 83461551 

张工 15999597409 

2. 统计业务咨询： 

联系人 电话 

王蕾 83758301 

郑艺 83661275 

吴常君 86693376 

林远丽 86076935 

3.统计 Q群：649720250 

  



二、年报常见问题 

填写年报的作用 

为什么要填写年报？ 

✓ 年报数据作为入选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重点监测企业以及

深圳软件百强的依据，也是政府内部产业运行监测分析以及政策

规划制定的依据。同时，企业是否定期纳统将作为其申报我市数

字经济产业扶持计划、软件和互联网企业稳增长奖励专项资金、

首套软件专项资金的条件之一，符合纳统范围的企业都应按时填

写报表。 

我可以在申报专项资金的时候才填写年报吗？ 

✓ 根据工信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每

年 3 月份为年报填报时间，市产业主管部门和市软协将在这段时

间集中处理年报审核工作，后续处理数据汇总工作，审核时间也

将会有一定的延迟。为免影响企业申报专项资金的进度，请各纳

统企业在 3 月填写年报。 

 

创建年报工单 

如何填写年报？ 

✓ 企业登录系统后，应在左栏“企业报表管理”中选择“企业年报

-填报”，填写联系方式即可创建年报工单。 



 

年报没有填完，再次登录系统就找不到了？ 

✓ 所有没有处理完的工单都只能在“我的待办”中处理，点击后方

“处理工单”即可填写、修改、提交。 

 

 

第一步：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只有研发部门，需要勾选“有无独立的研发机构”吗？ 

✓ 这里的研发机构仅指企业单独设立的研发机构，只是企业内部的

研发部门不需要勾选。 

 

公司没有座机，但系统中又是必填项，要怎么填写？ 

✓ 由于统计制度中规定座机号码是必填项，如企业没有座机或传真

号码，可填写 0755-00000000 代替。 

 

主要代表产品只能填写最多增加三项，合计要等于 100%，但公司产

品有多个，要怎么填写？ 

✓ 此部分主要了解企业的主要产品/业务，以及应用或服务的主要领

域，按照产品/业务的应用领域占企业软件收入的占比大小排列，



并按要求填写应用领域中企业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业务，不能填写

“软件产品”、“技术服务”这些大类。如企业产品仅应用于单一

领域，只需增加一个记录，并在代表业务/产品栏填写 2-3 个主要

的代表产品即可，比例直接填写 100%；涉及的应用领域较多，只

需填写占比最大的两个应用领域，其余领域归到其他中。 

 

公司没有开展人工智能业务，为什么要我填写人工智能业务指标表？ 

✓ 如在“企业基本情况”表中勾选了有人工智能业务，系统将会自

动增加人工智能业务指标表，请确认是否有该业务，如实选择。

同理，仅勾选了有嵌入式系统软件业务，才能在第三步主要业务

指标表中填写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点“下一步”时系统没有反应，要怎么处理？ 

✓ 可能是浏览器缓存问题导致，需使用键盘 ctrl+shift+delete，三

健一起按，浏览器会弹出清空缓存选项，清空缓存后，系统将自

动更新最新程序，再重新登录系统即可。如清空缓存后，仍无法

进入下一步，需联系技术支持 83461551/15999597409。 

 

第二步：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表 

公司财务数据还没有经过审计，但是年报截止时间快到了，可以等



审计报告出来之后再填写吗？ 

✓ 根据工信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年报

需于每年 3 月底填报，如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可先按财务报

表填写并提交，待数据确认后，再申请年报回退修改，原则上允

许统计数据与审计报告有一定误差。 

 

B061 硬件成本没有单独核算，应如何填写？ 

✓ 硬件成本主要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一次性消耗的外购原材料、燃

料、动力、直接工人费用等，用于计算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企

业应根据实际情况核算硬件成本，亦可根据硬件成本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大致推算。纯软件企业无需填写此项指标。 

 

C02 软件研发费用没有单独核算，应如何填写？ 

✓ 软件研发费用是指企业实际用于软件研究与开发的所有支出，包

含研发人员工资。纯软件企业可直接根据利润表中的研发费用填

写；混业经营的企业应根据实际发生的软件研究与开发费用填写

（估算即可），如无法划分，亦可根据利润表填写。 

 

第一个获利年度应怎么填写？ 

✓ 第一个获利年度即应纳税所得额大于 0，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仍

有利润、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年份。 

 



第三步：企业软件业务指标表 

A0 软件业务收入合计为什么不能填写？ 

✓ 与第二步企业主要财务表一样，金额为绿色的指标项为系统自动

计算的合计项，企业需根据审核要点填写关联指标数据后，合计

项即能显示数据。 

 

 

系统为什么一直提示不等于第四步收入分类表？ 

✓ 第三步主要业务指标表 A1-A4 与第四步软件业务收入分类表 E1-

E4 是一一对应的，如系统提示不等，应检查第三步和第四步的代

码和数据是否一致。 

当第三步与第四步的软件代码与收入对应一致，才能通过系统验证。 



 

 

 

DC 人才情况是怎么认定的？ 

✓ 该指标所指人才是根据《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才认定办法的通知》

(深府[2010]194 号)要求认定的人才，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即

可。 

 

D01 本年薪酬总额包括五险一金吗？ 

✓ 薪酬总额为公司本年应支出的全部薪酬费用，包括职工工资、奖

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



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

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

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第四步：软件业务收入分类表 

软件业务收入分类要怎么填写？ 

✓ 软件业务收入分类是对第三步 A0 软件收入作进一步细分，企业应

根据第三步 A1-A4 的分类一一选择对应的软件分类名称并填上金

额。当第三步与第四步的软件代码与收入对应一致，才能通过系

统验证并提交。 

 

如第三步填写 A2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下方的 A24 数据服务收入的

金额为 50 万元（A24 指标旁边的说明提示应等于第四步软件代码

E201040开头的收入分类项之和），与之对应，第四步应首先选择行业

名称为 E6502 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再选择软件分类名称中软件代码为

E201040开头的软件名称，并填上对应的软件收入即可。 



 

如第三步填写 A4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为 10万元，第四步应先选

择行业名称为 E6504 嵌入式系统行业，再选择软件分类名称中软件代

码为 E4010 开头的软件分类名称，并填上对应的软件收入。请注意，

E4 企业填写完软件收入后，还应填写产品整体收入，即包括硬件在内

的软硬件整体收入；如有软件出口，还应填写产品整体出口，即包括

硬件在内的软硬件整体出口，且符合审核要点。 



 

 

提交、修改、打印 

提交年报的时候提示要上传营业执照，这是必须要上传的吗？ 

✓ 根据工信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控制管

理细则（试行）》要求，属于纳统范围内的法人单位必须纳入工业

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平台，进行入库管理，经与工信部运行监测

协调局沟通，为简化入库流程，企业营业执照可作为入库资料。

因此，在提交年报时，应同时上传营业执照，企业可在左栏“信

息管理”中“我的企业信息”上传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扫描

件，上传成功后，即可提交年报。 



 

 

 

 

年报提交后，如需修改数据，应如何操作？ 

✓ 如年报已经提交，应联系协会工作人员 83661275/86693376 申请

退回年报，修改数据时应同时在报表上方“企业说明备注”中注

明修改原因和需要修改的指标，填写完后点击报表下方的“保存”

按钮即可。 



 

 

我的年报为什么被退回了，怎么修改？ 

✓ 如“我的待办”中显示年报状态为“填报（回退）”，即表示年报未

通过审核，企业需在该工单的后方点击“处理工单”，根据报表上

方“回退意见”进行修改，如对审核意见有疑义的可联系审核人

员或在“企业说明备注”中进行说明。修改完成后，应点“下一

步”到最后“完成并提交”，才能提交成功，如“我的待办”中仍

显示年报工单，即年报未提交成功。 

 

 

 

怎么知道报表是否通过审核？ 

✓ 如在“我的待办”下方“打印通知”显示有“年报 2021”时，即

表示报表已审核通过，可以打印纸质材料；或在“报表管理”中



的“年报查询”，显示“业务状态”为“接收资料”，表示年报已通

过审核，企业可自行下载报表存档。 

 

怎么知道年报是否需要提交纸质材料？ 

✓ 为简化年报纸质材料的接收流程，规模以上的企业无需再递交纸

质材料至市软协。如“我的待办”下方提示有“打印通知”，即代

表年报通过审核，企业需通过后方“上传年报”上传 2021 年年报

扫描件（封面签字盖章、PDF 格式）。营收 2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无

需上传年报扫描件，但必须上传营业执照扫描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