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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参照关系表（试行）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作用 

为落实《“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规划》关于“加

强专利活动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联评价”的工作要求，实现外观

设计专利与产业的对接，特制定本分类参照关系表。 

本参照关系表建立了外观设计专利与国民经济行业的映射关

系，为外观设计专利的行业分类提供直接对照，有助于从产业角

度出发结合科技、经济数据开展相关统计分析。 

二、主要内容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试用版）

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编制说明，第二部分为“国际外观

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 

本分类参照关系表将国际外观设计分类对照至国民经济行业

相应的小类、中类或大类。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建立映射关系的

国民经济行业共有小类 243 个、中类 22 个、大类 1 个，均集中在

制造业（C 门）。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中包括国

民经济行业代码及其名称、国际外观设计分类号及其分类名称。

其中，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后标注#表示对照到国民经济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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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或大类；国际外观设计分类号一列中，标注*表示该分类号所涵

盖的外观设计专利均对应于相应国民经济行业的经济活动。未标

注*则表示该分类号所涵盖的外观设计专利部分对应于相应国民

经济行业的经济活动，属于部分对应关系。 

三、对照原则和方法 

（一）基本原则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号所涵盖的专利与相应国民经济行业所包

括的经济活动相对应，并依据以下原则开展对照： 

一是最小分类原则。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最小层级进行对

照，若最小分类层级无对照关系，则依次向上一层级对照。 

二是产品对照原则。通过国际外观设计专利分类产品项与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的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产品进行对应从而建立对照

关系。 

三是全面对照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将一个或者多个国际外

观设计分类号对照至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二）对照方法 

1．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2011 版），从国民经济行业

小类开始提取相应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产品。在以下情形下，向上

一级或合并进行产品提取：仅因产品的材质、工艺或者使用场所

不同而划分出来的不同行业分类；所提取产品与国际外观设计分

类产品项无对应关系。在以下情形下不提取产品：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对应为纯粹生产经营活动或对应的产品非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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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 

2．将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的产品项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所涉及

的产品进行直接匹配。 

3. 利用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下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品名称与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所涉及的产品进行间接匹配，并通过复核方式去除

明显不相关的干扰项。 

4．对于建立对照关系的国际外观设计分类，通过相应分类下

的外观设计专利数据进行相关度计算，区分完全对应关系以及部

分对应关系。 

5．进行全面性和准确性验证。针对未建立对照关系的国际外

观设计专利分类进行全面性验证。利用统计手段以及人工交叉核

验，针对已建立对照关系的国际外观设计专利分类进行准确性验

证。 

四、对照依据 

（一）国际外观设计分类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是我国外观设计专利分类的依据。该分

类表以产品的用途作为分类原则，包括大类、小类以及小类中包

含的具体产品项。用于对照的版本为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第 11

版），该版本 2016 年 6 月出版，共分为 32 个大类、219 个小类、

5167 条产品项，并视情况附有注释。 

（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采用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划分行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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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规定了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类与代码。用于对照的分类表版

本为 GB/T 4754-2011。 

 （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是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的进一

步补充。其对行业分类进行了解释，并给出易混淆活动的行业归

属，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权威性解释。对照所参考分类注释基

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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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参照关系表（试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 — 

131 1310 谷物磨制 — — 

132 1320 饲料加工 0106* 动物食品 

133 

  植物油加工 — — 

1331 食用植物油加工 — — 

1332 非食用植物油加工 — — 

134 1340 制糖业 — — 

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 — — 

1351 牲畜屠宰 — — 

1352 禽类屠宰 — — 

1353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0104 
肉制品（包括猪肉制品）、鱼肉制

品 

136 

  水产品加工 — — 

1361 水产品冷冻加工 — — 

1362 
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

制加工 
0104 

肉制品（包括猪肉制品）、鱼肉制

品 

1363 水产饲料制造 — — 

1364 鱼油提取及制品制造 — — 

1369 其他水产品加工 — — 

137 

  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 — 

1371 蔬菜加工 — — 

1372 水果和坚果加工 — —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 — 

1391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 — 

1392 豆制品制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类，冰冻食品 

1393 蛋品加工 — — 

1399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

工 
— — 

14     食品制造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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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141 

  焙烤食品制造 — — 

1411 糕点、面包制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类，冰冻食品 

1419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

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类，冰冻食品 

142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

造 
— — 

1421 糖果、巧克力制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类，冰冻食品 

1422 蜜饯制作 — — 

143 

  方便食品制造 — — 

1431 米、面制品制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类，冰冻食品 

1432 速冻食品制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类，冰冻食品 

0104 
肉制品（包括猪肉制品）、鱼肉制

品 

1439 
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

制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类，冰冻食品 

144 1440 乳制品制造 0103* 
奶酪、黄油及其代用品、其他奶

制品 

145 

  罐头食品制造 — — 

1451 肉、禽类罐头制造 — — 

1452 水产品罐头制造 — — 

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 — — 

1459 其他罐头食品制造 — — 

146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 — 

1461 味精制造 — — 

1462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

制造 
— — 

1469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

制造 
— — 

149 

  其他食品制造 — — 

1491 营养食品制造 — — 

1492 保健食品制造 — — 

1493 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  0101 
烘制食品、饼干、点心、通心粉

及其他谷类食品，巧克力，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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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类，冰冻食品 

1494 盐加工 — — 

1495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 — 

1499 其他未列明食品制造 — —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 
— — 

151 

  酒的制造 — — 

1511 酒精制造 — — 

1512 白酒制造 — — 

1513 啤酒制造 — — 

1514 黄酒制造 — — 

1515 葡萄酒制造 — — 

1519 其他酒制造 — — 

152 

  饮料制造 — — 

1521 碳酸饮料制造 — — 

1522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 — 

1523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

造 
— — 

1524 
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

料制造 
— — 

1525 固体饮料制造 — — 

1529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 — 

153 1530 精制茶加工 0199 其他杂项 

16 

    烟草制品业 — — 

161 1610 烟叶复烤 — — 

162 1620 卷烟制造  2701 烟草、雪茄和香烟 

169 1690 其他烟草制品制造 — — 

17 

    纺织业 — — 

171—

176#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

工；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

工；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

制品制造 

0501 纺纱制品 

0505 纺织纤维制品 

177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 — 

1771  床上用品制造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609 床垫和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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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0599 其他杂项 

1772 毛巾类制品制造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705 
熨烫用具、洗涤用具、清洁用具

和干燥用具 

1773 窗帘、布艺类产品制造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609 床垫和垫子 

0610 窗帘、门帘和室内百叶帘 

1779 
 其他家用纺织制成品

制造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503 刺绣品 

0705 
熨烫用具、洗涤用具、清洁用具

和干燥用具 

178 

  

非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也称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制造。 

— — 

1781 非织造布制造  0506 人造或天然材料片材 

1782 绳、索、缆制造  

0906 绳索和捆箍用品 

2101 

游戏器具和玩具。注：（a）包括

比例模型。（b）不包括宠物玩具

（3099 类）。 

3004 鞍具 

2902 
其他类未列入的防事故和救援用

装置及设备 

1783 纺织带和帘子布制造  

0505 纺织纤维制品 

0502 花边 

0504 缎带、编带和其他缀饰品 

1784 篷、帆布制造  

2104 

帐篷及其附件。注：（a）包括撑

杆、拴柱和其他类似物品。（b）

不包括根据其用途分在其他类中

的露营物品，如椅子（0601 类）、

桌子（0603 类）、盘子（0701 类）、

旅行用大篷车（1210 类）。 

2503 房屋、车库和其他建筑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0303 雨伞、阳伞、遮阳篷和手杖 

1216 

其他大类或小类中未包括的交通

工具零部件、装置和附件。注：

（a）不包括交通工具座位安全带

（2902 类）和交通工具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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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0806 类）。（b）不包括电力机车

和有轨电车的高架滑动集电弓

（1303 类）。 

1789 
其他非家用纺织制成品

制造 
0504 缎带、编带和其他缀饰品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 — 

181—

182# 
 

机织服装制造； 

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

造 

0202 服装 

0201* 
内衣、女内衣、妇女紧身胸衣、

乳罩和睡衣 

183 1830 服饰制造  

0204 鞋、短袜和长袜 

0203 帽子、头部遮盖物 

0205 领带、围巾、颈巾和手帕 

0206 手套 

0207 缝纫用品、服饰用品和服装附件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 
— — 

191 1910 皮革鞣制加工 — — 

192 

1921 皮革服装制造 0202 服装 

1922 皮箱、包（袋）制造  0301 

大衣箱、手提箱、公文包、手提

包、钥匙袋、钱夹、专门为内容

物设计的箱包和类似物品 

1923 
皮手套及皮装饰制品制

造  

0205 领带、围巾、颈巾和手帕 

0903 
盒子、箱子、集装箱和防腐罐头

罐 

0207 缝纫用品、服饰用品和服装附件 

0206 手套 

 

 

 

1929 

 

 

 

其他皮革制品制造  

0301 

大衣箱、手提箱、公文包、手提

包、钥匙袋、钱夹、专门为内容

物设计的箱包和类似物品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609 床垫和垫子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1007 

计量仪器、检测仪器和信号仪器

的外壳、盘面、指针和所有其他

零部件及附件 

3004 鞍具 

193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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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1931 毛皮鞣制加工 — — 

1932 毛皮服装加工  
0202 服装 

0205 领带、围巾、颈巾和手帕 

1939 其他毛皮制品加工  0205 领带、围巾、颈巾和手帕 

194 

  
羽毛（绒）加工及制品

制造 
— — 

1941 羽毛（绒）加工 — — 

1942 羽毛（绒）制品加工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609 床垫和垫子 

0301 

大衣箱、手提箱、公文包、手提

包、钥匙袋、钱夹、专门为内容

物设计的箱包和类似物品 

195#   制鞋业 0204 鞋、短袜和长袜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 — 

201 

  木材加工 — — 

2011 锯材加工 — — 

2012 木片加工 — — 

2013 单板加工 — — 

2019 其他木材加工 — — 

202 

  人造板制造 — — 

2021 胶合板制造 — — 

2022 纤维板制造 — — 

2023 刨花板制造 — — 

2029 其他人造板制造 — — 

203 

  木制品制造 — — 

2031 
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

加工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2504 台阶、梯子和脚手架 

2599 其他杂项 

2032  木门窗、楼梯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2504 台阶、梯子和脚手架 

2033 地板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2034 木制容器制造  0903 盒子、箱子、集装箱和防腐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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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罐 

0902 储藏用罐、鼓形圆桶和木桶 

0707 其他家用容器 

0909 废物和垃圾的容器及其座架 

2039 
 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

品制造 

0607 镜子和框架 

0404 油漆刷和烹饪用刷 

0703 餐刀、餐叉和匙 

0704 
用于制备食物或饮料的手动操作

用具和器具 

0401 清洁刷和扫帚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0799 其他杂项 

0608 挂衣架 

204 

  
竹、藤、棕、草等制品

制造 
— — 

2041 竹制品制造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904 有盖篮子、柳条筐和篮子 

0707 其他家用容器 

2042 藤制品制造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611 地毯、地席、地垫和小地毯 

2043 棕制品制造 0611 地毯、地席、地垫和小地毯 

2049 草及其他制品制造  

0203 帽子、头部遮盖物 

0610 窗帘、门帘和室内百叶帘 

0611 地毯、地席、地垫和小地毯 

21#     家具制造业 

— — 

0601 座椅 

0604 存放物品用家具 

0603 桌子及类似家具 

0606* 其他家具和家具零部件 

0602* 床 

0605 组合家具 

0699 其他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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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 — 

221 

  纸浆制造 — — 

2211 木竹浆制造 — — 

2212 非木竹浆制造 — — 

222 

  造纸 — — 

2221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 — 

2222 手工纸制造 — — 

2223 加工纸制造 — — 

223 

  纸制品制造 — — 

2231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0905 袋、小袋、管和囊 

0903 
盒子、箱子、集装箱和防腐罐头

罐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301 

大衣箱、手提箱、公文包、手提

包、钥匙袋、钱夹、专门为内容

物设计的箱包和类似物品 

2239 其他纸制品制造  

0506 人造或天然材料片材 

1904 

书本及与其外观相似的其他物

品。注：包括封面、书籍装帧、

剪贴簿、日记簿和其他类似物品。 

2101 

游戏器具和玩具。注：（a）包括

比例模型。（b）不包括宠物玩具

（3099 类）。 

1901 

书写用纸、通信用卡片和通知用

卡片。注：包括广义而言的纸张，

即用于书写、绘图、绘画或印刷

的所有纸张，即使其中记录有声

音，例如描图纸、复写纸、新闻

用纸、信封、贺卡和插图明信片。 

1906 

用于书写、绘图、绘画、雕塑、

雕刻和其他艺术技法的用品和工

具。注：不包括油漆刷（0404 类）、

绘图桌及其附属设备（0603 类）

或者书写用纸（1901 类）。 

1908 
其他印刷品。注：包括印刷的广

告品。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 — 

231 

  印刷 — — 

2311 书、报刊印刷 — — 

2312 本册印制  1904 

书本及与其外观相似的其他物

品。注：包括封面、书籍装帧、

剪贴簿、日记簿和其他类似物品。 



 — 14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第 11 版） 

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2319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1908 
其他印刷品。注：包括印刷的广

告品。 

1999 其他杂项 

1901 

书写用纸、通信用卡片和通知用

卡片。注：包括广义而言的纸张，

即用于书写、绘图、绘画或印刷

的所有纸张，即使其中记录有声

音，例如描图纸、复写纸、新闻

用纸、信封、贺卡和插图明信片。 

1903 
日历。注：不包括日记簿（1904

类）。 

1904 

书本及与其外观相似的其他物

品。注：包括封面、书籍装帧、

剪贴簿、日记簿和其他类似物品。 

2320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 — 

2330 记录媒介复制  1499 其他杂项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

乐用品制造业 
— — 

241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 — 

2411 文具制造  

1902 

办公用品。注：（a）包括收款台

上用的设备，如零钱拣选机。（b）

不包括办公家具（06类）、办公机

械和设备（1402、1603、1801、

1802 或者 1804 类）和书写用具

（1901 或者 1906 类）。 

1906 

用于书写、绘图、绘画、雕塑、

雕刻和其他艺术技法的用品和工

具。注：不包括油漆刷（0404 类）、

绘图桌及其附属设备（0603 类）

或者书写用纸（1901 类）。 

0301 

大衣箱、手提箱、公文包、手提

包、钥匙袋、钱夹、专门为内容

物设计的箱包和类似物品 

1904 

书本及与其外观相似的其他物

品。注：包括封面、书籍装帧、

剪贴簿、日记簿和其他类似物品。 

2412 笔的制造 1906 

用于书写、绘图、绘画、雕塑、

雕刻和其他艺术技法的用品和工

具。注：不包括油漆刷（0404 类）、

绘图桌及其附属设备（0603 类）

或者书写用纸（1901 类）。 

2413 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  1906 

用于书写、绘图、绘画、雕塑、

雕刻和其他艺术技法的用品和工

具。注：不包括油漆刷（0404 类）、

绘图桌及其附属设备（0603 类）

或者书写用纸（190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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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1907 

教学用品注：（a）包括各种地图、

地球仪和天象仪。（b）不包括音

视频教学设备（1401 类）。 

1004 其他计量仪器、设备和装置 

1902 

办公用品。注：（a）包括收款台

上用的设备，如零钱拣选机。（b）

不包括办公家具（06类）、办公机

械和设备（1402、1603、1801、

1802 或者 1804 类）和书写用具

（1901 或者 1906 类）。 

1801 

打字机和运算机器。注：不包括

属于1402类中的计算机及其他设

备。 

2414 墨水、墨汁制造 — — 

2419 其他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1906 

用于书写、绘图、绘画、雕塑、

雕刻和其他艺术技法的用品和工

具。注：不包括油漆刷（0404 类）、

绘图桌及其附属设备（0603 类）

或者书写用纸（1901 类）。 

242#  乐器制造 

1703* 弦乐器 

1702* 
管乐器。注：不包括风琴、脚踏

式风琴和手风琴（1701 类）。 

1704* 打击乐器 

1701* 

键盘乐器。注：包括电子式和其

他类型的风琴、手风琴、机械式

和其他类型的钢琴。 

1799* 其他杂项 

1705* 

机械乐器注：（a）包括音乐盒、

八音盒。（b）不包括机械式键盘

乐器（1701 类）。 

243 

  工艺美术品制造 — — 

2431 雕塑工艺品制造 
1102 

小装饰品，桌子、壁炉台和墙的

装饰物，花瓶和花盆 

1199 其他杂项 

2432 金属工艺品制造 

1199 其他杂项 

1103 纪念章和徽章 

1105 旗帜、节日装饰物 

2433 漆器工艺品制造 1102 
小装饰品，桌子、壁炉台和墙的

装饰物，花瓶和花盆 

2434 花画工艺品制造 1104 人造的花、水果和植物 

2435 
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

品制造 
1102 

小装饰品，桌子、壁炉台和墙的

装饰物，花瓶和花盆 

2436 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 1102 
小装饰品，桌子、壁炉台和墙的

装饰物，花瓶和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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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2437 地毯、挂毯制造  

0611 地毯、地席、地垫和小地毯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0612* 挂毯 

2438 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 1101* 珠宝首饰 

2439 其他工艺美术品制  

1102 
小装饰品，桌子、壁炉台和墙的

装饰物，花瓶和花盆 

0304* 扇子 

1105 旗帜、节日装饰物 

2804* 假发、人造毛发 

2101 

游戏器具和玩具。注：（a）包括

比例模型。（b）不包括宠物玩具

（3099 类）。 

2706 
雪茄盒、香烟盒、烟草罐和烟草

袋。注：不包括包装（09类）。 

244 

  体育用品制造 — — 

2441 球类制造 2102 

体育和运动的器械及设备。注：

（a）包括运动器材，即各种运动

中所必需的且没有其他特殊用途

的设备和器材，如足球、滑雪板、

网球拍，不包括某一特定运动训

练中也可以使用的其他物品。

（b）在（a）所限定的条件下，

包括户外运动所必需的训练设备

和器械。（c）不包括运动服装（02

类），雪橇或雪地车（1214 类）。 

2442 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  

2102 

体育和运动的器械及设备。注：

（a）包括运动器材，即各种运动

中所必需的且没有其他特殊用途

的设备和器材，如足球、滑雪板、

网球拍，不包括某一特定运动训

练中也可以使用的其他物品。

（b）在（a）所限定的条件下，

包括户外运动所必需的训练设备

和器械。（c）不包括运动服装（02

类），雪橇或雪地车（1214 类）。 

1214 
其他交通工具。注：包括雪橇、

气垫车和气垫船。 

2201 射击武器 

2443 训练健身器材制造  2102 

体育和运动的器械及设备。注：

（a）包括运动器材，即各种运动

中所必需的且没有其他特殊用途

的设备和器材，如足球、滑雪板、

网球拍，不包括某一特定运动训

练中也可以使用的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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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b）在（a）所限定的条件下，

包括户外运动所必需的训练设备

和器械。（c）不包括运动服装（02

类），雪橇或雪地车（1214 类）。 

2444 运动防护用具制造  

0204 鞋、短袜和长袜 

0299 其他杂项 

0203 帽子、头部遮盖物 

0206 手套 

2449 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2205* 

狩猎和捕鱼器械。注：不包括服

装（02类）或武器（2201 或 2202

类）。 

2101 

游戏器具和玩具。注：（a）包括

比例模型。（b）不包括宠物玩具

（3099 类）。 

1206 船和艇 

2204* 
靶及附件。注：包括驱动活动靶

子的专用装置。 

245 2450 玩具制造  

2101 

游戏器具和玩具。注：（a）包括

比例模型。（b）不包括宠物玩具

（3099 类）。 

1212 

婴儿车、病人用轮椅、担架。注：

（a）“婴儿车”指婴儿的手推车。

（b）不包括玩具婴儿车（2101

类）。 

246 

  
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

造 
— — 

2461 
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

制造  
2103 

其他娱乐和游艺用品。注：（a）

包括露天旋转木马和碰运气游戏

的自动机器。（b）不包括游戏器

具和玩具（2101 类），或者其他列

入 2101 或 2102 类中的物品。 

2462 
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

材制造 
2102 

体育和运动的器械及设备。注：

（a）包括运动器材，即各种运动

中所必需的且没有其他特殊用途

的设备和器材，如足球、滑雪板、

网球拍，不包括某一特定运动训

练中也可以使用的其他物品。

（b）在（a）所限定的条件下，

包括户外运动所必需的训练设备

和器械。（c）不包括运动服装（02

类），雪橇或雪地车（1214 类）。 

2469 其他娱乐用品制造  
2101 

游戏器具和玩具。注：（a）包括

比例模型。（b）不包括宠物玩具

（3099 类）。 

2102 体育和运动的器械及设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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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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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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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a）包括运动器材，即各种运动

中所必需的且没有其他特殊用途

的设备和器材，如足球、滑雪板、

网球拍，不包括某一特定运动训

练中也可以使用的其他物品。

（b）在（a）所限定的条件下，

包括户外运动所必需的训练设备

和器械。（c）不包括运动服装（02

类），雪橇或雪地车（1214 类）。 

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

料加工业 
— — 

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 — 

2511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

造 
— — 

2512 人造原油制造 — — 

252 2520 炼焦 — — 

253 2530 核燃料加工 — —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 — 

26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 — 

2611 无机酸制造 — — 

2612 无机碱制造 — — 

2613 无机盐制造 — — 

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 — 

2619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 — 

262 

  肥料制造 — — 

2621 氮肥制造 — — 

2622 磷肥制造 — — 

2623 钾肥制造 — — 

2624 复混肥料制造 — — 

2625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

制造 
— — 

2629 其他肥料制造 — — 

263 

  农药制造 — — 

2631 化学农药制造 — — 

2632 
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

农药制造 
— — 

26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

似产品制造 
— — 

2641 涂料制造 — — 

2642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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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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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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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3 颜料制造 — — 

2644 染料制造 — — 

2645 
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

造 
2599 其他杂项 

265 

  合成材料制造 — — 

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

脂制造 
— — 

2652 合成橡胶制造 — — 

2653 
合成纤维单（聚合）体

制造 
— — 

2659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 — 

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 — 

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 — 

2662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 — 

2663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 — 

2664 信息化学品制造 — — 

2665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

材料制造 
— — 

2666 动物胶制造 — — 

2669 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 — 

267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

制造 
— — 

2671 炸药及火工产品制造 — — 

2672 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2203 弹药、火箭和烟火用品 

26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 — 

2681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2802 化妆用品 

2682 化妆品制造  2803 梳妆用品和美容院设备 

268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2499 其他杂项 

2684 香料、香精制造 2899 其他杂项 

2689 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704* 火柴 

27 

    医药制造业 — — 

271—

276#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中药饮片加工； 

中成药生产 ； 

兽用药品制造； 

生物药品制造 

2801* 药品 

2899 其他杂项 

277 2770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

造 
2404 

用于包扎伤口、护理和医疗处理

的用品。注：包括吸水性敷料剂。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 — 

281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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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 

2811 化纤浆粕制造 — — 

2812 
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制造 
— — 

282 

  合成纤维制造 — — 

2821 锦纶纤维制造 — — 

2822 涤纶纤维制造 — — 

2823 腈纶纤维制造 — — 

2824 维纶纤维制造 — — 

2825 丙纶纤维制造 — — 

2826 氨纶纤维制造 — — 

2829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 —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 

291 

  橡胶制品业 — — 

2911 轮胎制造 1215 交通工具的轮胎和防滑链 

2912 橡胶板、管、带制造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2913 橡胶零件制造 
0808 

其他类中未包括的夹紧、支撑或

安装装置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2914 再生橡胶制造 1211 自行车和摩托车 

2915 
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

造 

1216 

其他大类或小类中未包括的交通

工具零部件、装置和附件。注：

（a）不包括交通工具座位安全带

（2902 类）和交通工具门把手

（0806 类）。（b）不包括电力机车

和有轨电车的高架滑动集电弓

（1303 类）。 

2404 
用于包扎伤口、护理和医疗处理

的用品。注：包括吸水性敷料剂。 

2402 

医疗器械、实验室用器械和实验

室用工具。注：仅包括手动操作

的器械。 

2401 
医生、医院和实验室用的仪器和

设备 

2919 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1299 其他杂项 

292 

  塑料制品业 — — 

2921 塑料薄膜制造 — — 

2922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2301 
流体分配设备。注：包括管和管

配件。 

2923 
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

造 
— — 

2924 泡沫塑料制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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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2925 
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

造 
0505 纺织纤维制品 

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0905 袋、小袋、管和囊 

0901 

瓶、长颈瓶、罐、鼓形瓶、盛装

腐蚀性液体的大玻璃瓶、细颈瓶

和带有动力分配 

0903 
盒子、箱子、集装箱和防腐罐头

罐 

0902 储藏用罐、鼓形圆桶和木桶 

0999 其他杂项 

0908 叉车的货盘和装卸台 

0907 封口装置和封口附件 

0707 其他家用容器 

0706 其他桌上用品 

0904 有盖篮子、柳条筐和篮子 

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2302 

卫生设备。注：（a）包括整体浴

室、淋浴器、洗脸盆、蒸汽浴室、

抽水马桶、卫生装置和不属于其

他类别的卫生设施附件。（b）不

包括管或管配件（2301 类）。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0703 餐刀、餐叉和匙 

0704 
用于制备食物或饮料的手动操作

用具和器具 

0608 挂衣架 

0203 帽子、头部遮盖物 

2928 塑料零件制造 0808 
其他类中未包括的夹紧、支撑或

安装装置 

2929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 —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 

301 
3011 水泥制造 — — 

3012 石灰和石膏制造 — — 

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

制品制造 
— — 

3021 水泥制品制造 — — 

3022 砼结构构件制造 — — 

3023 石棉水泥制品制造  
2504 台阶、梯子和脚手架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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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3024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3029 其他水泥类似制品制造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2599 其他杂项 

303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

制造 
— — 

3031 
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

造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3032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 — 

3033 建筑用石加工 — — 

3034 防水建筑材料制造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3035 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3039 其他建筑材料制造 — — 

304 

  玻璃制造 — — 

3041 平板玻璃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3049 其他玻璃制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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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305 

  玻璃制品制造 — — 

3051 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0506 人造或天然材料片材 

3052 光学玻璃制造 — — 

3053 玻璃仪器制造  

1004 其他计量仪器、设备和装置 

2402 

医疗器械、实验室用器械和实验

室用工具。注：仅包括手动操作

的器械。 

3054  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2799 其他杂项 

0707 其他家用容器 

3055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  0901 

瓶、长颈瓶、罐、鼓形瓶、盛装

腐蚀性液体的大玻璃瓶、细颈瓶

和带有动力分配 

3056 玻璃保温容器制造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3057 制镜及类似品加工  

0607 镜子和框架 

1216 

其他大类或小类中未包括的交通

工具零部件、装置和附件。注：

（a）不包括交通工具座位安全带

（2902 类）和交通工具门把手

（0806 类）。（b）不包括电力机车

和有轨电车的高架滑动集电弓

（1303 类）。 

3059 其他玻璃制品制造 — — 

306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

强塑料制品制造 
— — 

3061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0506 人造或天然材料片材 

0505 纺织纤维制品 

3062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制造 
— — 

307 

  陶瓷制品制造 — — 

3071 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2302 

卫生设备。注：（a）包括整体浴

室、淋浴器、洗脸盆、蒸汽浴室、

抽水马桶、卫生装置和不属于其

他类别的卫生设施附件。（b）不

包括管或管配件（2301 类）。 

3072 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0803 切削工具和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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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中类

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1502 

泵和压缩机。注：不包括手动、

脚动的泵（0805 类），或消防泵

（2901 类）。 

3073  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0703 餐刀、餐叉和匙 

2703 烟灰缸 

3079 
园林、陈设艺术及其他

陶瓷制品制造  

1102 
小装饰品，桌子、壁炉台和墙的

装饰物，花瓶和花盆 

0803 切削工具和器具 

0604 存放物品用家具 

0601 座椅 

0909 废物和垃圾的容器及其座架 

0605 组合家具 

0603 桌子及类似物品 

308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 — — 

3081 石棉制品制造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3082 云母制品制造 — — 

3089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

火材料制造 
— — 

309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 
— — 

3091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 — 

3099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

造 
— —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 — 

311 3110 炼铁 — — 

312 3120 炼钢 — — 

313 3130 黑色金属铸造 — — 

314 3140 钢压延加工  

2501 
建筑材料。注：包括砖、梁、未

成形板、瓦、瓷砖、石板和镶板。 

0899 其他杂项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315 3150 铁合金冶炼 — —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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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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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321 

3211 铜冶炼 — — 

3212 铅锌冶炼 — — 

3213 镍钴冶炼 — — 

3214 锡冶炼 — — 

3215 锑冶炼 — — 

3216 铝冶炼 — — 

3217 镁冶炼 — — 

3219 其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 — 

322 

  贵金属冶炼 — — 

3221 金冶炼 — — 

3222 银冶炼 — — 

3229 其他贵金属冶炼 — — 

323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 — 

3231 钨钼冶炼 — — 

3232 稀土金属冶炼 — — 

3239 其他稀有金属冶炼 — — 

324 3240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 — 

325 3250 有色金属铸造 — — 

326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 — 

3261 铜压延加工 — — 

3262 铝压延加工 — — 

3263 贵金属压延加工 — — 

3264 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 — — 

3269 其他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 — 

33 

    金属制品业 — — 

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 — 

3311 金属结构制造 

2002 
陈列设备和销售设备。注：不包

括家具和家居用品（06类）。 

2504 台阶、梯子和脚手架 

2399 其他杂项 

2099 其他杂项 

3312 金属门窗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332 

  金属工具制造 — — 

3321 切削工具制造  

0803 切削工具和器具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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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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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小类

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3322 手工具制造 

0801 钻孔、铣削或挖掘的工具和器具 

0805 其他工具和器具 

0804 螺丝起子及其他类似工具和器具 

0802 锤及其他类似工具和器具 

0803 切削工具和器具 

3323 
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

制造  

1503 

农业机械。注：（a）包括犁和既

是机器又是交通工具的联合机

械，例如收割捆扎机。（b）不包

括手动工具（08类）。 

0803 切削工具和器具 

0801 钻孔、铣削或挖掘的工具和器具 

3324 
刀剪及类似日用金属工

具制造  
2803 梳妆用品和美容院设备 

3329 其他金属工具制造  

0809 
用于门、窗、家具的金属配件、

金属装配件及类似物品 

0805 其他工具和器具 

2202 其他武器 

0803 切削工具和器具 

333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

制造 
— — 

3331 集装箱制造 0903 
盒子、箱子、集装箱和防腐罐头

罐 

3332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3333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0903 
盒子、箱子、集装箱和防腐罐头

罐 

0901 

瓶、长颈瓶、罐、鼓形瓶、盛装

腐蚀性液体的大玻璃瓶、细颈瓶

和带有动力分配 

0902 储藏用罐、鼓形圆桶和木桶 

0907 封口装置和封口附件 

334 3340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0899 其他杂项 

0906 绳索和捆箍用品 

335 

  
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

制造 
— — 

3351 
建筑、家具用金属配件

制造  

0807 锁紧或关闭装置 

0806 把手，球形捏手，铰链、合页 

3352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

件制造  
2502 

预制或预装建筑构件。注：（a）

包括窗户、门、户外百叶窗、隔

断墙和栅栏。（b）不包括楼梯

（2504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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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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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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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 

卫生设备。注：（a）包括整体浴

室、淋浴器、洗脸盆、蒸汽浴室、

抽水马桶、卫生装置和不属于其

他类别的卫生设施附件。（b）不

包括管或管配件（2301 类）。 

2303 加热设备 

3353 
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

制造  

0203 帽子、头部遮盖物 

0604 存放物品用家具 

2901 防火灾装置和设备 

3359 
其他建筑、安全用金属

制品制造  

0808 
其他类中未包括的夹紧、支撑或

安装装置 

0899 其他杂项 

336 3360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 
— — 

337 

  搪瓷制品制造 — — 

3371 生产专用搪瓷制品制造 — — 

3372 建筑装饰搪瓷制品制造 — — 

3373 搪瓷卫生洁具制造  2302 

卫生设备。注：（a）包括整体浴

室、淋浴器、洗脸盆、蒸汽浴室、

抽水马桶、卫生装置和不属于其

他类别的卫生设施附件。（b）不

包括管或管配件（2301 类）。 

3379 
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瓷

制品制造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0901 

瓶、长颈瓶、罐、鼓形瓶、盛装

腐蚀性液体的大玻璃瓶、细颈瓶

和带有动力分配 

338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 — 

3381 金属制厨房用器具制造  0704 
用于制备食物或饮料的手动操作

用具和器具 

3382 金属制餐具和器皿制造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0701 
瓷器、玻璃器皿、餐用盘碟和其

他类似物品 

0703 餐刀、餐叉和匙 

3383 金属制卫生器具制造 2302 

卫生设备。注：（a）包括整体浴

室、淋浴器、洗脸盆、蒸汽浴室、

抽水马桶、卫生装置和不属于其

他类别的卫生设施附件。（b）不

包括管或管配件（2301 类）。 

3389 其他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0399 其他杂项 

2706 
雪茄盒、香烟盒、烟草罐和烟草

袋。注：不包括包装（09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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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 — 

3391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

造 
— — 

3392 
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

标牌制造 
2003 

标志物，招牌、布告牌和广告设

备。注：（a）包括发光和可动的

广告设备。（b）不包括包装物（09

类）或者信号装置（1006 类）。 

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

造 

2003 

标志物，招牌、布告牌和广告设

备。注：（a）包括发光和可动的

广告设备。（b）不包括包装物（09

类）或者信号装置（1006 类）。 

1215 交通工具的轮胎和防滑链 

2201 射击武器 

34 

341 

  通用设备制造业 — —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 — 

3411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2303 加热设备 

3412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1501 

发动机。注：（a）包括交通工具

的非电力发动机。（b）不包括电

动机（13类）。 

3413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 1501 

发动机。注：（a）包括交通工具

的非电力发动机。（b）不包括电

动机（13类）。 

3414 水轮机及辅机制造 1501 

发动机。注：（a）包括交通工具

的非电力发动机。（b）不包括电

动机（13类）。 

3415 风能原动设备制造 — — 

3419 其他原动设备制造 — — 

342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 — 

3421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3422 金属成形机床制造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3423 铸造机械制造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3425 机床附件制造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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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3429 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343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 — 

3431 轻小型起重设备制造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3432 起重机制造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3433 生产专用车辆制造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3434 连续搬运设备制造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1204* 高架索车、缆椅和滑雪索车 

3435 
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

机制造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3439 其他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1208 

汽车、公共汽车和货车。注：包

括救护车和冷藏货车（公路）。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34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

似机械制造 
— — 

3441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0805 其他工具和器具 

3442 气体压缩机械制造 1502 

泵和压缩机。注：不包括手动、

脚动的泵（0805 类），或消防泵

（2901 类）。 

3443 阀门和旋塞制造 2301 
流体分配设备。注：包括管和管

配件。 

3444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

元件制造  

1301 
发电机和电动机。注：包括交通

工具的电动机。 

1501 

发动机。注：（a）包括交通工具

的非电力发动机。（b）不包括电

动机（13类）。 

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

制造 
— — 

3451 轴承制造  1599 其他杂项 

3452 
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

制造  

1599 其他杂项 

1216 

其他大类或小类中未包括的交通

工具零部件、装置和附件。注：

（a）不包括交通工具座位安全带

（2902 类）和交通工具门把手

（0806 类）。（b）不包括电力机车

和有轨电车的高架滑动集电弓

（1303 类）。 

1501 
发动机。注：（a）包括交通工具

的非电力发动机。（b）不包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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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13类）。 

0805 其他工具和器具 

1502 

泵和压缩机。注：不包括手动、

脚动的泵（0805 类），或消防泵

（2901 类）。 

3459 其他传动部件制造  

1211 自行车和摩托车 

1205 装载或输送用的升降机和提升机 

0899 其他杂项 

346 

  
烘炉、风机、衡器、包

装等设备制造 
— — 

3461 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 — — 

3462 风机、风扇制造  2304 通风和空调设备 

3463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

设备制造  

2304 通风和空调设备 

2301 
流体分配设备。注：包括管和管

配件。 

3464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1507 

制冷机械和冷藏设备。注：（a）

包括家用冷藏设备。（b）不包括

冷藏车（铁路用）（1203 类）或冷

藏车（公路用）（1208 类）。 

3465 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 0801 钻孔、铣削或挖掘的工具和器具 

3466 喷枪及类似器具制造  

0805 其他工具和器具 

2301 
流体分配设备。注：包括管和管

配件。 

1599 其他杂项 

3467 衡器制造 1004 其他计量仪器、设备和装置 

347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 — 

3471 电影机械制造  1601 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 

3472 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  1602 放映机、投影仪和看片器 

3473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1601 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 

1605 
附件。注：包括照相机用滤镜、

曝光计、三脚架和照相闪光设备。 

1604* 显影器械和设备 

3474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  

1603 

影印设备和放大机。注：包括缩

微设备、观看缩微胶片的设备和

被通称为“影印机”的办公设备，

该设备不采用照相工艺（特别是

热工艺或磁工艺）。 

1802 

印刷机械。注：（a）包括排版机、

铅版印刷机、活版印刷机和其他

复制机，例如复制机、胶印机、

印地址机、邮资盖戳机和盖销机。

（b）不包括计算机打印机（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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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影印设备（1603 类）。 

3475 
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

制造  

1801 

打字机和运算机器。注：不包括

属于1402类中的计算机及其他设

备。 

1902 

办公用品。注：（a）包括收款台

上用的设备，如零钱拣选机。（b）

不包括办公家具（06类）、办公机

械和设备（1402、1603、1801、

1802 或者 1804 类）和书写用具

（1901 或者 1906 类）。 

1005 
检测、安全和测试用仪器、设备

和装置 

3479 
其他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  

1902 

办公用品。注：（a）包括收款台

上用的设备，如零钱拣选机。（b）

不包括办公家具（06类）、办公机

械和设备（1402、1603、1801、

1802 或者 1804 类）和书写用具

（1901 或者 1906 类）。 

1899 其他杂项 

348 

  通用零部件制造 — — 

3481 金属密封件制造  

0808 
其他类中未包括的夹紧、支撑或

安装装置 

2301 
流体分配设备。注：包括管和管

配件。 

3482 紧固件制造  0808 
其他类中未包括的夹紧、支撑或

安装装置 

3483 弹簧制造 0808 
其他类中未包括的夹紧、支撑或

安装装置 

3484 机械零部件加工 — — 

3489 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 — — 

349 3490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1505 

洗涤、清洁和干燥机械。注：（a）

包括亚麻制品、服装的处理设备

和机械，例如熨平机、绞干机。

（b）包括碗盘清洗机和工业干燥

设备。 

2401 
医生、医院和实验室用的仪器和

设备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 — 

351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

设备制造 
— — 

3511 矿山机械制造  1504 

建筑机械。注：（a）包括土木工

程用的机械、自驱动式机械，例

如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和挖泥

机。（b）不包括提升机和起重机

（1205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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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农业机械。注：（a）包括犁和既

是机器又是交通工具的联合机

械，例如收割捆扎机。（b）不包

括手动工具（08类）。 

3512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1504 

建筑机械。注：（a）包括土木工

程用的机械、自驱动式机械，例

如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和挖泥

机。（b）不包括提升机和起重机

（1205 类）。 

1503 

农业机械。注：（a）包括犁和既

是机器又是交通工具的联合机

械，例如收割捆扎机。（b）不包

括手动工具（08类）。 

3513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1504 

建筑机械。注：（a）包括土木工

程用的机械、自驱动式机械，例

如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和挖泥

机。（b）不包括提升机和起重机

（1205 类）。 

3514 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造 — — 

3515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

制造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3516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 — — 

352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

工专用设备制造 
— — 

3521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

备制造 
2303 加热设备 

3522 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 — 

3523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1599 其他杂项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0802 锤及其他类似工具和器具 

3524 木材加工机械制造  
1509 

机床、研磨和铸造机械。注：（a）

包括 3D 打印机。（b）不包括土方

工程机械和原料分离机（1599

类）。 

0805 其他工具和器具 

3525 模具制造 — — 

353 

  
食品、饮料、烟草及饲

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 — 

3531 
食品、酒、饮料及茶生

产专用设备制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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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制造 
— — 

3533 烟草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 — 

3534 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 — 

354 

  
印刷、制药、日化及日

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 — 

3541 
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

造 
— — 

3542 印刷专用设备制造  

1802 

印刷机械。注：（a）包括排版机、

铅版印刷机、活版印刷机和其他

复制机，例如复制机、胶印机、

印地址机、邮资盖戳机和盖销机。

（b）不包括计算机打印机（1402

类）和影印设备（1603 类）。 

1804 

装订机、印刷工用订书机、切纸

机和修边机（装订用）。注：包括

类似切纸机、修边机的切纸机械

和类似装置。 

1902 

办公用品。注：（a）包括收款台

上用的设备，如零钱拣选机。（b）

不包括办公家具（06类）、办公机

械和设备（1402、1603、1801、

1802 或者 1804 类）和书写用具

（1901 或者 1906 类）。 

1803 活字和字体 

3543 日用化工专用设备制造 — — 

3544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 — 

3545 
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

制造 
— — 

3546 
玻璃、陶瓷和搪瓷制品

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 — 

3549 
其他日用品生产专用设

备制造 
— — 

355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

专用设备制造 
— — 

3551 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1506 
纺织、缝纫、针织和绣花机械及

其零部件 

3552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加

工专用设备制造 
— — 

3553 缝制机械制造 1506 
纺织、缝纫、针织和绣花机械及

其零部件 

3554 洗涤机械制造 1505 

洗涤、清洁和干燥机械。注：（a）

包括亚麻制品、服装的处理设备

和机械，例如熨平机、绞干机。

（b）包括碗盘清洗机和工业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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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356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

备制造 
— — 

3561 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 — 

3562 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 — 

357 

  
农、林、牧、渔专用机

械制造 
— — 

3571 拖拉机制造 1209* 拖拉机 

3572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

制造 
1503 

农业机械。注：（a）包括犁和既

是机器又是交通工具的联合机

械，例如收割捆扎机。（b）不包

括手动工具（08类）。 

3573 
营林及木竹采伐机械制

造 
— — 

3574 畜牧机械制造  1503 

农业机械。注：（a）包括犁和既

是机器又是交通工具的联合机

械，例如收割捆扎机。（b）不包

括手动工具（08类）。 

3576 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 — — 

3577 棉花加工机械制造 — — 

3579 
其他农、林、牧、渔业

机械制造 
— — 

358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

造 
— — 

3581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

设备制造 
2401 

医生、医院和实验室用的仪器和

设备 

3582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

造  
2401 

医生、医院和实验室用的仪器和

设备 

3583 
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

设备和器具制造 
2402 

医疗器械、实验室用器械和实验

室用工具。注：仅包括手动操作

的器械。 

3584 
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

械制造 
2404 

用于包扎伤口、护理和医疗处理

的用品。注：包括吸水性敷料剂。 

3585 
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设

备制造 
— — 

3586 
假肢、人工器官及植

（介）入器械制造 
2403* 修复假体及其用具 

3589 
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

造 
2499 其他杂项 

359 

  
环保、社会公共服务及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 — 

3591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 — 

3592 地质勘查专用设备制造 — — 

3593 邮政专用机械及器材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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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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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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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造 

3594 
商业、饮食、服务专用

设备制造  

2304 通风和空调设备 

2001 自动售货机 

1505 

洗涤、清洁和干燥机械。注：（a）

包括亚麻制品、服装的处理设备

和机械，例如熨平机、绞干机。

（b）包括碗盘清洗机和工业干燥

设备。 

3595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

材制造 
2901 防火灾装置和设备 

3596 
交通安全、管制及类似

专用设备制造 
— — 

3597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 — 

3599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 — 

36 

    汽车制造业 — — 

361 3610 汽车整车制造  1208 
汽车、公共汽车和货车。注：包

括救护车和冷藏货车（公路）。 

362 3620 改装汽车制造 

1213 

专用车辆。注：（a）仅包括不特

定用于运输的车辆，如街道清洁

车、洒水车、消防车、除雪犁车

和救援车辆。（b）不包括复合用

途农业机械（1503 类）或用于建

筑和土木工程的自驱动式机械

（1504 类）。 

1214 
其他交通工具。注：包括雪橇、

气垫车和气垫船。 

363 3630 低速载货汽车制造 1208 
汽车、公共汽车和货车。注：包

括救护车和冷藏货车（公路）。 

364 3640 电车制造 1203 机车、铁路车辆及其他有轨车辆 

365 3650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1210* 公路车辆的挂车。注：包括篷车。 

366 366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1216 

其他大类或小类中未包括的交通

工具零部件、装置和附件。注：

（a）不包括交通工具座位安全带

（2902 类）和交通工具门把手

（0806 类）。（b）不包括电力机车

和有轨电车的高架滑动集电弓

（1303 类）。 

1299 其他杂项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 — 

371#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1203 机车、铁路车辆及其他有轨车辆 

372 3720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1203 机车、铁路车辆及其他有轨车辆 

373#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1206 船和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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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中类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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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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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 

1207* 

 

航空器和太空运载工具 

 

375 

  摩托车制造 — — 

3751 摩托车整车制造  1211 自行车和摩托车 

3752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 

1216 

其他大类或小类中未包括的交通

工具零部件、装置和附件。注：

（a）不包括交通工具座位安全带

（2902 类）和交通工具门把手

（0806 类）。（b）不包括电力机车

和有轨电车的高架滑动集电弓

（1303 类）。 

0810 自行车和摩托车支架 

376 

  自行车制造 — — 

3761 
脚踏自行车及残疾人座

车制造 

1211 自行车和摩托车 

0810 自行车和摩托车支架 

3762 助动自行车制造 1211 自行车和摩托车 

377 3770 
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

制造  

1208 
汽车、公共汽车和货车。注：包

括救护车和冷藏货车（公路）。 

1211 自行车和摩托车 

379 

  
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明

运输设备制造 
— — 

3791 
潜水及水下救捞装备制

造 
1206 船和艇 

3799 
其他未列明运输设备制

造 

1202* 手推车、独轮手推车 

1201* 畜力车辆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 

381#  电机制造 1301 
发电机和电动机。注：包括交通

工具的电动机。 

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1302 

 

电力变压器、整流器、电池和蓄

电池 

1303 

 

配电或电力控制设备。注：包括

导线、导电体，开关、电闸和配

电盘。 

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

工器材制造 
— — 

3831 电线、电缆制造  1303 

配电或电力控制设备。注：包括

导线、导电体，开关、电闸和配

电盘。 

3832 光纤、光缆制造 — — 

3833 绝缘制品制造 — — 

3839 其他电工器材制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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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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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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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国民经济 

行业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384#  电池制造 
1302 

电力变压器、整流器、电池和蓄

电池 

1399 其他杂项 

38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 — 

3851 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 1507 

制冷机械和冷藏设备。注：（a）

包括家用冷藏设备。（b）不包括

冷藏车（铁路用）（1203 类）或冷

藏车（公路用）（1208 类）。 

3852 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  2304 通风和空调设备 

3853 家用通风电器具制造  2304 通风和空调设备 

3854 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3100 
其他类未列入的食品或饮料制备

机械和设备 

3855 
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制

造 
1505 

洗涤、清洁和干燥机械。注：（a）

包括亚麻制品、服装的处理设备

和机械，例如熨平机、绞干机。

（b）包括碗盘清洗机和工业干燥

设备。 

3856 
家用美容、保健电器具

制造  

2803 梳妆用品和美容院设备 

0402 梳妆刷、服装刷和鞋刷 

3857 
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

制造  

2303 加热设备 

0613 
毯子及其他覆盖物，家用亚麻制

品和餐桌用布 

3859 
 其他家用电力器具制

造 
0705 

熨烫用具、洗涤用具、清洁用具

和干燥用具 

386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 — 

3861 
燃气、太阳能及类似能

源家用器具制造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2303 加热设备 

3869 
其他非电力家用器具制

造  

3100 
其他类未列入的食品或饮料制备

机械和设备 

0702 烹调用具、器具和容器 

0708* 壁炉用具 

2303 加热设备 

387 

  照明器具制造 — — 

3871 电光源制造  

2604 
电或非电的光源。注：包括电灯

泡、发光板、发光管和蜡烛。 

1605 
附件。注：包括照相机用滤镜、

曝光计、三脚架和照相闪光设备。 

3872 照明灯具制造  
2605* 

灯，落地灯、标准灯，枝形吊灯，

墙壁和天花板装置，灯罩，反光

罩，摄影和 

2603* 公共场所照明装置。注：包括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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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灯、舞台照明设备和探照灯。 

2606* 交通工具发光装置 

2602 手电筒、手提灯和灯笼 

2601* 烛台和烛架 

3879 
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

明器具制造  

1303 

配电或电力控制设备。注：包括

导线、导电体，开关、电闸和配

电盘。 

2602 手电筒、手提灯和灯笼 

2699* 其他杂项 

1302 
电力变压器、整流器、电池和蓄

电池 

389 

3879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 
— — 

3891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  

1005 
检测、安全和测试用仪器、设备

和装置 

1006 信号设备和装置 

1216 

其他大类或小类中未包括的交通

工具零部件、装置和附件。注：

（a）不包括交通工具座位安全带

（2902 类）和交通工具门把手

（0806 类）。（b）不包括电力机车

和有轨电车的高架滑动集电弓

（1303 类）。 

3899 
其他未列明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 
1005 

检测、安全和测试用仪器、设备

和装置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 — 

391 

  计算机制造 — — 

3911 计算机整机制造  1402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外围设备和装

置 

3912 计算机零部件制造  1402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外围设备和装

置 

3913 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1402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外围设备和装

置 

3919 其他计算机制造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1499 其他杂项 

392 

  通信设备制造 — — 

3921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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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2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1499 其他杂项 

393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 — 

3931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

射设备制造 
1401 

声音或图像的记录或再现设备。

注：不包括照相或电影摄影设备

（16类）。 

3932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

材制造 
— — 

3939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

播电视设备制造 
— — 

394 3940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1005 
检测、安全和测试用仪器、设备

和装置 

395 

  视听设备制造 — — 

3951 电视机制造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3952 音响设备制造  

1401 

声音或图像的记录或再现设备。

注：不包括照相或电影摄影设备

（16类）。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3953 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396 

  电子器件制造 — — 

3961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 — 

3962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2304 通风和空调设备 

1499 其他杂项 

3963 集成电路制造 — — 

3969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

器件制造 

1908 
其他印刷品。注：包括印刷的广

告品。 

1401 

声音或图像的记录或再现设备。

注：不包括照相或电影摄影设备

（16类）。 

1404 

显示界面和图标。注：包括属于

其他大类的产品的显示界面和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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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电子元件制造 — — 

3971 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1403 

通信设备、无线电遥控设备和无

线电放大器。注：包括电报、电

话和电视设备，以及无线电设备

和电传打字机。 

3972 印制电路板制造 — — 

399 3990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1501 

发动机。注：（a）包括交通工具

的非电力发动机。（b）不包括电

动机（13类）。 

1301 
发电机和电动机。注：包括交通

工具的电动机。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 — 

401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 — 

4011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制造 
— — 

4012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1004 其他计量仪器、设备和装置 

4013 
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

制造  
1004 其他计量仪器、设备和装置 

4014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1601 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 

1004 其他计量仪器、设备和装置 

4015 试验机制造 — — 

4019 
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

仪器制造 
— — 

402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 — 

4021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

制造 
— — 

4022 
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

仪表制造 
— — 

4023 
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

仪器制造 
— — 

4024 
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

制造 
— — 

4025 
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

器制造 
— — 

4026 教学专用仪器制造 — — 

4027 
核子及核辐射测量仪器

制造 
— — 

4028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 — 

4029 其他专用仪器制造 — — 

403 4030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1002* 表和手表 

1001* 钟和闹钟 

1003 其他计时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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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 — — 

4041 光学仪器制造  
1606 

光学制品。注：（a）包括眼镜和

显微镜。（b）不包括光学设备中

配备的测量仪器（1004 类）。 

1699 其他杂项 

4042 眼镜制造  1606 

光学制品。注：（a）包括眼镜和

显微镜。（b）不包括光学设备中

配备的测量仪器（1004 类）。 

409 4090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 — 

41 

    其他制造业 — — 

411 

  日用杂品制造 — — 

4111 
鬃毛加工、制刷及清扫

工具制造  

0402 梳妆刷、服装刷和鞋刷 

0401 清洁刷和扫帚 

0403* 机器用刷 

4119 其他日用杂品制造  

0303 雨伞、阳伞、遮阳篷和手杖 

1212 

婴儿车、病人用轮椅、担架。注：

（a）“婴儿车”指婴儿的手推车。

（b）不包括玩具婴儿车（2101

类）。 

2803 梳妆用品和美容院设备 

2705 打火机 

0207 缝纫用品、服饰用品和服装附件 

3099 其他杂项 

3006 睡床、睡垫和窝 

2702 烟斗、雪茄和香烟烟嘴 

3001 动物服装 

3002 围栏、笼、舍及类似居所 

3008* 标示物、标记和脚镣 

3003 喂食器和饮水器 

3007* 栖木和其他笼子配件 

3005* 鞭子和刺棒 

412 4120 煤制品制造 2305* 固体燃料 

413 4130 核辐射加工 — — 

419 4190 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 —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 — 

421 4210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 
— — 

422 4220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

处理 
— — 

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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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业 

431 4310 金属制品修理 — — 

432 4320 通用设备修理 — — 

433 4330 专用设备修理 — — 

43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等运输设备修理 
— — 

4341 铁路运输设备修理 — — 

4342 船舶修理 — — 

4343 航空航天器修理 — — 

4349 其他运输设备修理 — — 

435 4350 电气设备修理 — — 

436 4360 仪器仪表修理 — — 

439 4390 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 — 

“-”代表无对照关系； 

“#”代表对照到中类或大类； 

“*”代表该分类号下的外观设计专利全部对应于该国民经济行业的经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