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 

 

一、分类目的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

通知》（国发〔2012〕62 号，简称《规划》）和《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4〕26 号，简称《指导意见》）的要

求，为科学界定生产性服务业范围，建立生产性服务业统

计调查监测体系，制定本分类。 

二、分类范围 

本分类的范围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

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

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

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

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 

三、编制原则 

（一）以国务院有关文件为指导。本分类按照《规

划》和《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确定生产性服务业的范

围。 

（二）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本分类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基础，是对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特征有关活动的再

分类。 



（三）以数据可获得性为划分主要依据。本分类的类别

选取充分考虑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以保证统计部门能够采

集到生产性服务业的数据。 

四、结构和编码 

本分类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生产性服务业划

分为三层，分别用阿拉伯数字编码表示。第一层为大类，用2位

数字表示，共有10个大类；第二层为中类，用3位数字表示，共

有35个中类；第三层为小类，用4位数字表示，共有171个小

类。 

本分类代码结构: 

××  ×  × 

                   （数字）小类顺序码 

                                         小类代码 

          （数字）中类顺序码 



                              中类代码 

           （数字）大类代码 

五、有关说明 

（一）本分类建立了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对应

关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业类别仅部分活动属于

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代码用“*”做标记。 

（二）本分类在说明栏中，对《指导意见》强调的重点

工作，以及带“*”行业类别的内容作了解释。 

（三）本分类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具体范围

和说明，参见《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六、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表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1     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     

  011   研发与设计服务     

    0111 生产性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 

  指直接应用于生产活动的数学

研究、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化

学、生物学等科学研究服务 

7310* 

    0112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指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

测绘科学技术研究、材料科学研

究、冶金工程技术研究、机械工程

研究等工程和技术研究，新材料研

发、新产品研发、新工艺研发等包

含在此类 

7320 

    0113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指农学研究，林学研究，畜

牧、兽医研究，水产学研究及其他

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7330 

    0114 生产性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指直接用于生产活动的医学、

药学、中医学与中药学、运动医学

等研究与试验发展 

7340*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115 工业设计服务   指独立于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

和生产工艺设计；不包括工业产品

生产环境设计、产品传播设计、产

品设计管理等活动 

7491 

    0116 专业设计服务   指除工程设计、软件设计、集

成电路设计、工业设计以外的各种

专业设计服务 

7492 

  01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推向

市场进行的技术推广、转让活动，

产学研用合作，创新成果产业化服

务等包含在此中类 

  

    0121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农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活动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能投入生产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

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性活动，

种植技术、畜禽饲养技术、水产养

殖技术、农机化技术及其他农业技

术的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

广服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

术推广服务 

7511 

    0122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生物工程的研究与试

验发展活动产生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或在实际应

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

性活动，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咨

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7512 

    0123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新材料技术工程的研

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产生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或在实

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

系统性活动，新材料技术开发、咨

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7513 

    0124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新能源技术工程的研

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产生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或在实

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

系统性活动，风能、太阳能、核

能、生物质能和其他新能源技术开

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7515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125 三维（3D）打印技术推广服

务 

  指为解决三维（3D）打印技术

工程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产生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

产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而进行的系统性活动，三维（3D）

打印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

让、推广和打印服务 

7517 

    0126 其他生产性技术推广服务   指社会公益有关的技术推广、

扩散和转移的活动，以技术推广为

主的技（科）、工、贸联合公司的

活动及其他技术开发、咨询、交

流、转让、推广服务；不包括节能

技术推广服务和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7519* 

    0127 科技中介服务   指为科技活动提供社会化服务

与管理，在政府、各类科技活动主

体与市场之间提供居间服务的组

织，主要开展信息交流、技术咨

询、科技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活动，

科技评估和鉴证、科技信息交流、

技术咨询等包含在此类 

7530 

    0128 创业空间服务   指顺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趋势、有效满足网络时代大众创

业创新需求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

它是针对早期创业的重要服务载

体，主要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工

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

源共享空间，包括众创空间、孵化

器、创业基地等，创业、创新扶持

服务、科技孵化器等包含在此类 

7540 

    0129 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   指除技术推广、科技中介以外

的其他科技服务，不包括短期的日

常业务活动 

7590 

  013   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     

    0131 知识产权服务 

  

  指专利、商标、版权、软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地

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的代理、转

让、登记、鉴定、检索、分析、咨

询、评估、运营、认证等服务 

7520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132 

  

生产性法律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律师、公

证、仲裁、调解等其他法律服务活

动 

723* 

  014   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服务     

    0140 质检技术服务   指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对动植

物、工业产品、商品、专项技术、

成果及其他需要鉴定的物品、服

务、管理体系、人员能力等所进行

的检测、检验、检疫、测试、鉴定

等活动，还包括产品质量、标准、

计量、认证认可等活动，第三方检

验、检测、测试、分析、认证、计

量和标准活动包括在此类 

745 

  015   生产性专业技术服务     

    0151 生产性气象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气象服务 7410* 

    0152 生产性地震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地震服务 7420* 

    0153 生产性海洋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海洋服务 743* 

    0154 生产性测绘服务   指用于生产活动的测绘服务 744* 

    0155 地质勘查服务   指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科

学研究进行的地质勘查、测试、监

测、评估等活动 

747 

    0156 工程管理服务   指工程项目建设中的项目策

划、投资与造价咨询、招标代理、

项目管理等服务 

7481 

    0157 工程监理服务   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

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

承包合同，对承包单位在施工质

量、建设工期和建设资金使用等方

面，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理的服务 

7482 

    0158 其他生产性专业技术服务   指为生产提供的生态资源监

测、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

工程勘察活动、工程设计活动、规

划设计管理、土地规划服务和其他

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 

7462* 

7463* 

7483 

7484 

7485 

7486 

7493 

7499 

02     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

和邮政快递服务 

  本类别加上“互联网生产服务

平台”中的“互联网物流平台”，

及“商务咨询服务”中的“物流咨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询、物流方案策划”即为“第三方

物流” 

  021   货物运输服务   各类货物运输、铁水联运、江

海直达、滚装运输、道路货物甩挂

运输等包含在此中类 

  

    0211 铁路货物运输   指专门从事铁路货物运输的活

动 

5320 

    0212 道路货物运输   指所有道路的货物运输活动 543 

    0213 水上货物运输   指远洋货物运输、沿海货物运

输、内河货物运输 

552 

    0214 航空货物运输   指以货物或邮件为主的航空运

输活动 

5612 

    0215 管道运输业   指通过海底管道和陆地管道对

气体、液体等的运输活动 

57 

  022   货物运输辅助服务     

  

  

0221 铁路货物运输辅助活动   指专门从事货物运输服务的火

车站、车辆运用及维护、线桥遂涵

运用及维护、牵引供电运用及维

护、通信信号运用及维护、铁路专

用线运用及维护和其他铁路运输辅

助活动 

5332 

5333 

5339 

    0222 道路货物运输辅助活动   指以货物运输中转为目的的货

物临时停放场地、公路管理与养

护，其他为生产提供的道路运输辅

助活动；不包括为居民提供的停车

服务 

5442 

5443 

5449* 

    0223 水上货物运输辅助活动   指货运港口的管理活动和其他

未列明的水上运输辅助活动 

5532 

5539 

    0224 航空货物运输辅助活动   指机场向航空公司等服务对象

提供的服务活动，空中交通管理活

动和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活动 

5631* 

5632 

5639 

  023   

0230 

  

  通用航空生产服务 

    通用航空生产服务 

  

  指通用航空为农业、测绘、航

拍、抢险、救援等活动的服务，为

生产活动提供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通

用航空服务以及其他未列明通用航

空服务 

  

5621 

5629* 

  024   仓储服务   货物仓储、运输中转等服务，

以及公共仓储、自助仓储、仓储租

赁等包含在此中类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241 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   指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 595 

    0242 通用仓储   指除冷藏冷冻物品、危险物

品、谷物、棉花、中药材等具有特

殊要求以外的物品的仓储活动 

5920 

    0243 低温仓储   指对冷藏冷冻物品等低温货物

的仓储活动 

5930 

    0244 危险品仓储   指对具有易燃易爆物品、危险

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

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的仓储活

动 

594 

    0245 中药材仓储   指中草药、中成药仓储和其他

中药仓储 

5960 

    0246 其他仓储业   指包装物（托盘周转箱纸箱

等）运营服务，存储加工包装服务

和其他未列明的仓储 

5990 

  025   搬运、包装和代理服务     

    0251 生产性装卸搬运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装卸搬运 5910* 

    0252 生产性包装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包装服务 7292* 

    0253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指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代理和

其他运输代理业 

5810 

5821 

5829 

  026   国家邮政和快递服务     

    0261 生产性邮政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邮政服务 6010* 

    0262 生产性快递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快递服务 6020* 

    0263 其他生产活动寄递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寄递服务 6090* 

03     信息服务     

  031   信息传输服务     

    0311 生产性固定电信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固定电信

服务 

6311* 

    0312 生产性移动电信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移动电信

服务 

6312* 

    0313 其他生产活动电信服务   指除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

服务外，利用固定、移动通信网为

生产活动提供的信息服务，包括电

信增值服务等 

6319* 

  032   信息技术服务   制造业智能化、柔性化服务；

知识库建设、信息技术集成实施、

运行维护、测试评估、信息安全等

服务；工业流程再造和优化服务，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软件服务、生产经营数字化服务等

包含在此中类 

    0321 生产性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

务 

  指生产活动中除基础电信运营

商外，基于基础传输网络，为存储

数据、数据处理及相关活动提供的

接入互联网的有关应用设施的服务 

6410* 

    0322 生产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通过

互联网为生产提供在线信息、电子

邮箱、数据检索、网络游戏、网上

新闻、网上音乐等信息服务；不包

括互联网支付、互联网基金销售、

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

消费金融 

642* 

    0323 其他互联网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服务、互

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以外的其他未列明互联网服

务，物联网服务、农村互联网服务

包含在此类 

6490* 

    0324 软件开发   指基础软件、支撑软件、应用

软件和其他软件的开发活动 

6511 

6512 

6513* 

6519 

    0325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指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建设、人员培训、管理体系建设、

技术支撑等方面向需方提供的管理

或技术咨询评估服务；包括信息化

规划、信息技术管理咨询、信息系

统工程监理、测试评估、信息技术

培训、信息安全服务等 

6560 

    0326 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

术、运行维护服务 

  指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

技术服务和运行维护服务，系统解

决方案服务包含在此类 

653 

6540 

    0327 集成电路设计   指 IC设计服务，即企业开展

的集成电路功能研发、设计等服务 

6520 

    0328 生产性数字内容服务   指为生产提供的地理遥感信息

服务，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

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6571 

6572* 

6579* 

    032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   指呼叫中心和其他未列明信息

技术服务 

659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33   电子商务支持服务   第三方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

台，电子商务集成创新，开放式电

子商务快递配送信息平台和社会化

仓储设施网络服务，电子商务可信

交易保障等服务包含在此中类 

  

    0331 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   指专门为生产服务提供第三方

服务平台的互联网活动，包括互联

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互联网货物

运输平台等 

6431 

    0332 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   指专门为科技创新、创业等提

供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互联网活动，

包括网络众创平台、网络众包平

台、网络众扶平台、技术创新网络

平台、技术交易网络平台、科技成

果网络推广平台、知识产权交易平

台、开源社区平台等 

6433 

    0333 互联网安全服务   指网络安全监控，以及网络服

务质量、可信度和安全等评估测评

活动 

6440 

    0334 互联网数据及云计算服务   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大数

据处理、云存储、云计算、云加工

等服务，包括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

和服务 

6450* 

    0335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指供方向需方提供的信息和数

据的分析、整理、计算、编辑、存

储等加工处理服务，以及应用软

件、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等租用服

务，包括在线企业资源规划

（ERP）、在线杀毒、服务器托

管、虚拟主机等 

6550 

    0336 其他互联网平台   指其他未列明的互联网平台 6439 

    0337 生产性互联网销售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为

生产活动提供的商品零售活动，企

业间的网络营销活动（B2B）；不

包括互联网批发、仅提供网络支付

的活动，以及仅建立或提供网络交

易平台和接入的活动 

5292* 

    0338 生产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   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

作为中介机构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货

币资金转移服务，包括第三方支付

6930*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机构从事的互联网支付、预付卡的

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及中国人

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等服务 

04     金融服务     

  041   货币金融服务     

  
  

0411 商业银行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商业银行

服务 

6621* 

  
  

0412 信用合作社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信用合作

社服务 

6623* 

    
0413 财务公司服务   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为企业融资提供的金融活动 

6632 

    0414 汽车金融公司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汽车金融

服务 

6634* 

    0415 小额贷款公司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小额贷款

公司服务 

6635* 

    0416 网络借贷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网络借贷

服务 

6637* 

    0417 其他货币金融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农村资金

互助社服务，银行提供的非保本理

财产品服务，其他货币银行服务和

其他非货币银行服务，为节能减排

提供的非银行贷款服务包含在此类 

6624* 

6629* 

6639* 

6640* 

    0418 银行监管服务   指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分支机构的银行监管服务 

6650 

  042   资本市场服务     

    0421   证券市场服务   指证券市场管理服务和证券经

纪交易服务 

671 

  
  

0422 基金管理服务   指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和非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6720 

673 

    0423 期货市场服务   指期货市场管理服务和其他期

货市场服务 

674 

    0424 资本投资服务   指经批准的证券投资机构的自

营投资、直接投资活动和其他投资

活动，为节能减排提供的投融资服

务包含在此类 

6760 

    0425 其他资本服务   指投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

务、资信评级服务，以及其他未列

明的资本市场的服务 

6790 

  043   生产性保险服务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431 生产性财产保险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财产保险

服务 

6820* 

    0432 生产性再保险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再保险服

务 

6830* 

    0433 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   指保险经纪服务和保险代理服

务 

6851 

6852 

    0434 保险监管服务   指根据国务院授权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所履行的对保险市场

的监督、管理活动 

6870 

    0435 保险公估服务   指接受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

的或者保险事故评估、勘验、鉴

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按约定收

取报酬的活动 

6853 

    0436 保险资产管理   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委

托，开展的保险资金、商业养老金

等资金的投资管理活动 

6860 

    0437 其他保险活动   指其他未列明的与保险和商业

养老金相关或密切相关的活动，包

括救助管理、保险精算等 

6890* 

  044   其他生产性金融服务     

    0441 非融资担保服务   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

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

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专业担

保机构的活动；不包括贷款担保服

务和信誉担保服务 

7296 

    0442 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   指根据委托书、遗嘱或代理协

议代表受益人管理的信托基金、房

地产账户或代理账户等活动，包括

单位投资信托管理，还包括信托公

司通过互联网销售信托产品及开展

其他信托业务的互联网信托活动 

691 

    0443 控股公司服务   指通过一定比例股份，控制某

个公司或多个公司的集团，控股公

司仅控制股权，不直接参与经营管

理，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 

6920 

    0444 金融信息服务   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

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

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

（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包括征

信机构服务 

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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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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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5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指经批准成立的，以从事收

购、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业务为

主，同时通过全资或控股金融类子

公司提供银行、信托、证券、租

赁、保险等综合化金融服务的金融

企业 

6950 

    0446 其他未列明金融业   指货币经纪公司服务、其他未

包括金融业；不包括为居民提供的

其他金融服务 

6991 

6999* 

05     节能与环保服务     

  051   节能服务     

    0511 

  

节能技术和产品推广服务   指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交

流、转让、推广服务，以及“一站

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务 

7514* 

    0512 节能咨询服务   指节能技术咨询、节能评估、

能源审计、节能量审核服务 

7514* 

  052   环境与污染治理服务     

    0521 生产性环境保护监测   指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类污染

排放物的测试和监测服务 

7461* 

    0522 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指为解决环保技术工程的研究

与试验发展活动产生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或在实际

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

统性活动，先进环保技术推广服

务，绿色低碳技术咨询服务，脱

硫、脱硝除尘一体化技术推广服

务，清洁生产技术咨询服务 

7516 

    0523 生产性污水处理和水污染治

理 

  指对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水进行

处理和水污染治理 

4620* 

7721* 

    0524 生产性大气污染治理   指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废气进行

的污染治理 

7722* 

    0525 生产性固体废物治理   指除城乡居民生活垃圾以外

的，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治

理及其他非危险废物的治理 

7723* 

    0526 生产性危险废物治理   指对制造、维修、医疗等活动

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收集、贮存、

利用、处理和处置等活动 

7724 

    0527 生产性放射性废物治理   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

废物的治理 

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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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8 生产性其他污染治理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噪声与振动控制

服务、其他污染治理 

7726* 

7727* 

7729* 

  053   回收与利用服务   废弃物回收与资源化处理，再

制造旧件回收等包含在此中类 

  

    0530 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   指将可再生的废旧物资回收，

并批发给制造企业作初级原料的活

动 

5191 

06     生产性租赁服务     

  061   融资租赁服务     

    0610 融资租赁服务   指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金融租赁公司及经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融资租赁公司

的活动 

6631 

  062   实物租赁服务     

    0621 生产性汽车租赁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汽车租赁

活动 

7111* 

    0622 农业机械经营租赁   指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

脱谷机等机械设备出租活动 

7112 

    0623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   指推土机、压路机、自卸运土

车、混泥土搅拌机、塔吊、脚锁架

等机械和设备的出租活动 

7113 

    0624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经营租赁   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打印

机、扫描仪等）租赁、通信设备租

赁服务 

7114 

    0625 医疗设备经营租赁   指医用 X射线设备、医用超声

诊断、医用电气诊断、医用激光诊

断等治疗仪器及设备的租赁服务 

7115 

    0626 其他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   指铁路运输设备、水上运输设

备、空中运输设备、集装箱、办公

设备及其他未列明机械设备租赁服

务，环保设备租赁包含在此类 

7119 

07     商务服务   不包括人力资源服务   

  071   组织管理和综合管理服务     

    0711 企业总部管理   指不具体从事对外经营业务，

只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资产管

理，协调管理下属各机构和内部日

常工作的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

经营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

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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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核算单位承担，还包括派出机

构的活动（如办事处等） 

    0712 投资与资产管理   指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后成

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行业管理

机构的活动，其他投资管理活动；

不包括资本投资服务 

7212 

    0713 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   指除货物、资本市场、黄金、

外汇、房地产、土地、知识产权交

易以外的所有资源与产权交易活

动，产权交易、废弃物交易、碳排

放交易包含在此类 

7213 

    0714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指为企事业、机关提供综合后

勤服务的活动 

7214 

    071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指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承担管理集体

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

济、服务集体成员的基层经济组织 

7215 

    0716 其他组织管理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其他各类

企业、行业管理机构和未列明的综

合跨界管理的活动 

7219* 

    0717 园区和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指非政府部门的各类园区管理

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7221 

7222* 

    0718 供应链管理服务   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供应链

中的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进行设计、规划、控制和优化，将

单一、分散的订单管理、采购执

行、报关退税、物流管理、资金融

通、数据管理、贸易商务、结算等

进行一体化整合的服务 

7224 

    0719 其他综合性管理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其他综合

跨界管理的活动 

7229* 

  072   咨询与调查服务     

    0721 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   资产评估、清算服务，以及能

源审计服务包含在此类 

7241 

    0722 市场调查   指市场分析调查服务、统计调

查服务、社会及民意调查服务、其

他市场调查服务 

7242 

    0723 商务咨询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社会经济

咨询、健康咨询、环保咨询、体育

咨询和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包括

7243 

7244* 

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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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案策划、物流咨询、发展战

略规划、营销策划、管理咨询；不

包括全民健身咨询 

7246* 

7249* 

  073   其他生产性商务服务     

    0731 广告业   指在报纸、期刊、路牌、灯

箱、橱窗、互联网、通讯设备及广

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上为客户策划、

制作的有偿宣传活动 

725 

    0732 生产性安全保护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保安服

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等 

727* 

    0733 生产性市场管理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各种交易

市场的管理活动 

7223* 

    0734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指以会议、展览为主，也可附

带其他相关的活动形式，包括项目

策划组织、场馆租赁、保障服务等 

728 

    0735 办公和翻译服务   指为商务、公务提供的各种办

公服务和翻译服务 

7293* 

7294 

    0736 信用服务   指专门从事信用信息采集、整

理和加工，并提供相关信用产品和

信用服务的活动，包括信用评级、

商账管理等活动 

7295 

    0737 其他未列明生产性商务服务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商务代理

代办服务，票务代理服务，文化活

动服务，体育表演服务和其他未列

明商务服务；不包括人力资源服务

和为居民提供的包装服务 

7297 

7298 

7299 

9051 

9052 

08     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

务 

    

  081   人力资源管理     

    0811 职业中介服务   指为求职者寻找、选择、介绍

工作，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的服

务 

7262 

    0812 劳务派遣服务   指劳务派遣单位招用劳动力

后，将其派到用工单位从事劳动的

行为 

7263 

    

0813 创业指导服务   指除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

服务载体外的其他机构为初创企业

或创业者提供的创业辅导、创业培

训、技术转移、人才引进、金融投

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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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一系列

服务 

    0814 其他人力资源服务   指其他未列明的人力资源服务 7269 

  082   职业教育和培训     

    0821 职业初中教育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职业初中

教育 

8332* 

    0822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中等职业

学校教育 

8336* 

    0823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高等职业

学校教育 

8341* 

    0824 职业技能培训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就业前技

能培训和其他技能培训活动；不包

括社会上办的各类培训班、速成

班、讲座等；农业技术培训等包含

在此类 

8391* 

09     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     

  091   产品批发服务   进出口包含在此中类   

    0911 农、林、牧、渔产品及宠物

食品用品批发 

  指未经过加工的农作物产品

（或种植业产品）、林产品及牲

畜、畜产品、奶、水产品、鱼苗、

宠物食品用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但不包括蔬菜、水果、肉、

禽、蛋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包括

以批发为目的的农副产品收购活动 

511 

5192 

    091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指经过加工和制造的食品、饮

料、奶、水产品及烟草制品的批发

和进出口活动，以及蔬菜、水果、

肉、禽、蛋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2 

    0913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指纺织面料、纺织品、服装、

鞋、帽及日杂品、家用电器、家具

等生活日用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3 

    091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指各类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

物、数字出版物、首饰、工艺美术

品、收藏品及其他文化用品、器材

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4 

    091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指各种化学药品、生物药品、

中药及医疗器材的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包括兽用药的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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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指煤及煤制品、石油制品、矿

产品及矿物制品、金属材料、建筑

和装饰装修材料以及化工产品的批

发和进出口活动 

516 

    0917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

产品批发 

  指通用机械、专用设备、交通

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五金、交通

器材、电料、计算机设备、通讯设

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办公用

机械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7 

    0918 互联网批发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

展的商品批发活动 

5193 

    0919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指木炭、薪柴等其他未列明的

批发活动 

5199 

  092   贸易经纪代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和对外贸易代理

服务包含在此中类 

  

  

  

0921 贸易代理   指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为实

现供求双方达成交易，按协议收取

佣金的贸易代理 

5181 

    0922 一般物品拍卖   指大宗物品拍卖服务、行政、

司法拍卖服务、其他拍卖服务 

5182 

    0923 艺术品、收藏品拍卖   指艺（美）术品拍卖服务，文

物拍卖服务，古董、字画拍卖服务 

5183 

    0924 艺术品代理   指艺术品、收藏品销售代理，

以及画廊艺术经纪代理 

5184 

    0925 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   指寄卖等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 5189 

10     生产性支持服务     

  101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011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指对农业提供的各种专业及辅

助性生产活动；不包括各种科学技

术和专业技术服务 

051 

    1012 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指为林业生产提供的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林地防火等各种辅助性

活动 

052 

    1013 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指提供牲畜繁殖、圈舍清理、

畜产品生产、初级加工、动物免疫

接种、标识佩戴和动物诊疗等活动 

053 

    1014 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指对渔业生产提供的各种活

动，包括鱼苗及鱼种场、水产良种

场和水产增殖场等活动 

054 

  102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102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指煤炭的勘探服务，煤矿的排

水和泵吸活动，煤矿的试井与试钻 

1110 

    102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相关的勘

探活动，定向钻井和再钻，掘进，

井架的架设、修复和拆除，油气井

套管的胶接，油气井的泵送，油气

井的封堵和放弃等，排水和泵吸活

动，与石油或天然气开采相关的试

钻 

1120 

    1023 其他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指其他矿的勘探服务，在收费

或合同基础上进行的其他矿的排水

和泵吸活动，其他矿的试井与试钻 

1190 

  103   

1031 

  

为生产人员提供的支助服务 

为生产人员提供的交通服务 

  

  指为生产、商务活动提供铁

路、公路、水上、民航的旅客运

输，以及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531* 

541* 

542* 

551* 

5611* 

    1032 为生产人员提供的其他支助

服务 

  指为生产、商务活动提供旅游

饭店、一般旅馆的住宿服务和体检

服务 

6110* 

612* 

6190* 

8491* 

  104   机械设备修理和售后服务   产品设备的安装调试、以旧换

新、远程检测诊断、运营维护、技

术支持等售后服务，以及设备监

理、维护、修理和运行等全生命周

期服务包含在此中类 

  

    104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指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和专用

设备的修理活动 

43 

    1042 生产用汽车修理与维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汽车维修

和维护服务 

8111* 

    1043 生产用大型车辆装备修理与

维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大型车辆

装备维修和维护服务 

8112* 

  

    1044 生产用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摩托车修

理与维护活动 

8113* 

    1045 生产用助动车修理与维护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助动车修

理与维护活动 

8114* 

    1046 生产用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

修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计算机和

辅助设备修理，通讯设备修理，其

8121* 

8122* 

8129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代码

（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他办公设备维修，电子办公设备的

三包等售后服务包含在此类 

    1047 生产用电器修理   指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电器维修

及其他三包售后服务 

813* 

  105   生产性保洁服务     

    1051 建筑物清洁服务   指对建筑物内外墙、玻璃幕

墙、地面、天花板及烟囱的清洗活

动 

8211 

    1052 其他生产性清洁服务 指专业清洗人员为企业的机器、

办公设备的清洗活动 

8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