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制造业

大类 中类 类别名称 说明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磨制、饲料加
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以及蔬
菜、水果和坚果等食品的加工

131 谷物磨制
也称粮食加工，指将稻子、谷子、小麦、高粱等谷物去壳、碾磨
及精加工的生产活动

132 饲料加工
指适用于农场、农户饲养牲畜、家禽的饲料生产加工，包括宠物
食品的生产活动，也包括用屠宰下脚料加工生产的动物饲料，即
动物源性饲料的生产活动

133 植物油加工

134 制糖业
指以甘蔗、甜菜等为原料制作成品糖，以及以原糖或砂糖为原料
精炼加工各种精制糖的生产活动

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

136 水产品加工

137 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指用脱水、干制、冷藏、冷冻、腌制等方法，对蔬菜、水果、坚
果的加工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4 食品制造业

141 焙烤食品制造

142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143 方便食品制造
指以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只需简单烹制即可作
为主食，具有食用简便、携带方便，易于储藏等特点的食品制造

144 乳制品制造
指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液体乳
及固体乳（乳粉、炼乳、乳脂肪、干酪等）制品的生产活动；不
包括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生产活动

145 罐头食品制造
指将符合要求的原料经处理、分选、修整、烹调（或不经烹调）
、装罐、密封、杀菌、冷却（或无菌包装）等罐头生产工艺制成
的，达到商业无菌要求，并可以在常温下储存的罐头食品的制造

146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49 其他食品制造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 酒的制造
指酒精、白酒、啤酒及其专用麦芽、黄酒、葡萄酒、果酒、配制
酒以及其他酒的生产

152 饮料制造

153 精制茶加工
指对毛茶或半成品原料茶进行筛分、轧切、风选、干燥、匀堆、
拼配等精制加工茶叶的生产活动

16 烟草制品业

161 烟叶复烤 指在原烟（初烤）基础上进行第二次烟叶水分调整的活动

162 卷烟制造
指各种卷烟生产，但不包括生产烟用滤嘴棒的纤维丝束原料的制
造

169 其他烟草制品制造

17 纺织业

171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指棉、棉型化纤（化纤短丝）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2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4 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5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指经纬双向或经向以化纤长丝(不包括化纤短纤）为主要原料生
产的机织物



176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7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78 非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也称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81 机织服装制造
指以机织面料为主要原料，缝制各种男、女服装，以及儿童成衣
的活动；包括非自产原料制作的服装，以及固定生产地点的服装
制作活动

182 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指以针织、钩针编织面料为主要原料，经裁剪后缝制各种男、女
服装，以及儿童成衣的活动

183 服饰制造
指帽子、手套、围巾、领带、领结、手绢，以及袜子等服装饰品
的加工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

191 皮革鞣制加工
指动物生皮经脱毛、鞣制等物理和化学方法加工，再经涂饰和整
理，制成具有不易腐烂、柔韧、透气等性能的皮革生产活动

192 皮革制品制造

193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4 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

195 制鞋业 指纺织面料鞋、皮鞋、塑料鞋、橡胶鞋及其他各种鞋的生产活动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
制品业

201 木材加工

202 人造板制造
指用木材及其剩余物、棉秆、甘蔗渣和芦苇等植物纤维为原料，
加工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细木工板和木
丝板等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及人造板二次加工装饰板的制造

203 木制品制造
指以木材为原料加工成建筑用木料和木材组件、木容器、软木制
品及其他木制品的生产活动，但不包括木质家具的制造

204 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指除木材以外，以竹、藤、棕、草等天然植物为原料生产制品的
活动，但不包括家具的制造

21 家具制造业

指用木材、金属、塑料、竹、藤等材料制作的，具有坐卧、凭倚
、储藏、间隔等功能，可用于住宅、旅馆、办公室、学校、餐馆
、医院、剧场、公园、船舰、飞机、机动车等任何场所的各种家
具的制造

211 木质家具制造
指以天然木材和木质人造板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料（如油漆
、贴面材料、玻璃、五金配件等）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212 竹、藤家具制造
指以竹材和藤材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料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
活动

213 金属家具制造
指支(框)架及主要部件以铸铁、钢材、钢板、钢管、合金等金属
为主要材料，结合使用木、竹、塑等材料，配以人造革、尼龙布
、泡沫塑料等其他辅料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214 塑料家具制造
指用塑料管、板、异型材加工或用塑料、玻璃钢（即增强塑料）
直接在模具中成型的家具的生产活动

219 其他家具制造

指主要由弹性材料(如弹簧、蛇簧、拉簧等)和软质材料(如棕丝
、棉花、乳胶海绵、泡沫塑料等)，辅以绷结材料(如绷绳、绷带
、麻布等)和装饰面料及饰物(如棉、毛、化纤织物及牛皮、羊皮
、人造革等)制成的各种软家具；以玻璃为主要材料，辅以木材
或金属材料制成的各种玻璃家具，以及其他未列明的原材料制作
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 纸浆制造 指经机械或化学方法加工纸浆的生产活动

222 造纸
指用纸浆或其他原料（如矿渣棉、云母、石棉等）悬浮在流体中
的纤维，经过造纸机或其他设备成型，或手工操作而成的纸及纸
板的制造

223 纸制品制造 指用纸及纸板为原料，进一步加工制成纸制品的生产活动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31 印刷

232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指专门企业从事的装订、压印媒介制造等与印刷有关的服务

233 记录媒介复制 指将母带、母盘上的信息进行批量翻录的生产活动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
造业

241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242 乐器制造
指中国民族乐器、西乐器等各种乐器及乐器零部件和配套产品的
制造，但不包括玩具乐器的制造

243 工艺美术品制造

244 体育用品制造

245 玩具制造 指以儿童为主要使用者，用于玩耍、智力开发等娱乐器具的制造

246 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

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252 炼焦
指主要从硬煤和褐煤中生产焦炭、干馏炭及煤焦油或沥青等副产
品的炼焦炉的操作活动

253 核燃料加工
指从沥青铀矿或其他含铀矿石中提取铀、浓缩铀的生产，对铀金
属的冶炼、加工，以及其他放射性元素、同位素标记、核反应堆
燃料元件的制造，还包括与核燃料加工有关的核废物处置活动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2 肥料制造 指化学肥料、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的制造

263 农药制造

指用于防治农业、林业作物的病、虫、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
调节植物生长的各种化学农药、微生物农药、生物化学农药，以
及仓储、农林产品的防蚀、河流堤坝、铁路、机场、建筑物及其
他场所用药的原药和制剂的生产活动

26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
造

265 合成材料制造

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7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7 医药制造业

27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指供进一步加工化学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生产活动

272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诊断的化学药品制剂的制造

273 中药饮片加工
指对采集的天然或人工种植、养殖的动物和植物的药材部位进行
加工、炮制，使其符合中药处方调剂或中成药生产使用的活动

274 中成药生产 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的传统药的加工生产活动

275 兽用药品制造 指用于动物疾病防治医药的制造

276 生物药品制造 指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活动

277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指卫生材料、外科敷料、药品包装材料、辅料以及其他内、外科
用医药制品的制造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81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282 合成纤维制造
指以石油、天然气、煤等为主要原料，用有机合成的方法制成单
体，聚合后经纺丝加工生产纤维的活动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1 橡胶制品业
指以天然及合成橡胶为原料生产各种橡胶制品的活动，还包括利
用废橡胶再生产橡胶制品的活动；不包括橡胶鞋制造



292 塑料制品业

指以合成树脂（高分子化合物）为主要原料，经采用挤塑、注塑
、吹塑、压延、层压等工艺加工成型的各种制品的生产，以及利
用回收的废旧塑料加工再生产塑料制品的活动；不包括塑料鞋制
造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303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指粘土、陶瓷砖瓦的生产，建筑用石的加工，用废料或废渣生产
的建筑材料，以及其他建筑材料的制造

304 玻璃制造
指任何形态玻璃的生产，以及利用废玻璃再生产玻璃活动，包括
特制玻璃的生产

305 玻璃制品制造
指任何形态玻璃制品的生产，以及利用废玻璃再生产玻璃制品的
活动

306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
品制造

307 陶瓷制品制造

308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

309 石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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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铁
指用高炉法、直接还原法、熔融还原法等，将铁从矿石等含铁化
合物中还原出来的生产活动

312 炼钢
指利用不同来源的氧（如空气、氧气）来氧化炉料（主要是生
铁）所含杂质的金属提纯活动

313 黑色金属铸造 指铸铁件、铸钢件等各种成品、半成品的制造

314 钢压延加工
指通过热轧、冷加工、锻压和挤压等塑性加工使连铸坯、钢锭产
生塑性变形，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尺寸的钢材产品的生产活动

315 铁合金冶炼
指铁与其他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金属或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合金生产
活动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指通过熔炼、精炼、电解或其他方法从有色金属矿、废杂金属料
等有色金属原料中提炼常用有色金属的生产活动

322 贵金属冶炼 指对金、银及铂族金属的提炼活动

323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指钨钼、稀有轻金属、稀有高熔点金属、稀散金属、稀土金属及
其他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活动，但不包括钍和铀等放射性金属的冶
炼加工

324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指以有色金属为基体，加入一种或几种其他元素所构成的合金生
产活动

325 有色金属铸造 指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铸造的各种成品、半成品的制造

326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3 金属制品业

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2 金属工具制造

333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334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335 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

336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指对外来的金属物件表面进行的电镀、镀层、抛光、喷涂、着色
等专业性作业加工

337 搪瓷制品制造
指在金属坯体表面涂搪瓷釉制成的，具有金属机械强度和瓷釉物
化特征，及可装饰性的制品制造

338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指以不锈钢、铝等金属为主要原材料，加工制作各种日常生活用
金属制品的生产活动

339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341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342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343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指在工厂、仓库、码头、站台及其他场地，进行起重、输送、装
卸、搬运、堆码、存储等作业的机械设备以及车辆及其专门配套
件的制造

34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
造

指泵、真空设备、压缩机，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类似机械和阀
门的制造

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346
烘炉、风机、衡器、包装等设备
制造

347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348 通用零部件制造

349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51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352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
备制造

353
食品、饮料、烟草及饲料生产专
用设备制造　　　

354
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
专用设备制造

355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
制造

356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57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358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359
环保、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
设备制造

36 汽车制造业

361 汽车整车制造
指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车
辆，并主要用于载送人员和（或）货物，牵引输送人员和（或）
货物的车辆制造，还包括汽车发动机的制造

362 改装汽车制造 指利用外购汽车底盘改装各类汽车的制造

363 低速载货汽车制造
指最高时速限制在规定范围内的农用三轮或四轮等载货汽车的制
造

364 电车制造
指以电作为动力，以屏板或可控硅方式控制的城市内交通工具和
专用交通工具的制造

365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指其设计和技术特性需由汽车牵引，才能正常行驶的一种无动力
的道路车辆的制造

366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指机动车辆及其车身的各种零配件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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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373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3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75 摩托车制造

376 自行车制造

377 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
指运动休闲车（不含跑车、山地车和越野车）、四轮休闲车、草
地车、观光车等的制造

379
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明运输设备
制造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1 电机制造

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
造

384 电池制造

指以正极活性材料、负极活性材料，配合电介质，以密封式结构
制成的，并具有一定公称电压和额定容量的化学电源的制造；包
括一次性、不可充电和二次可充电，重复使用的干电池、蓄电池
（含太阳能用蓄电池）的制造，以及利用氢与氧的合成转换成电
能的装置，即燃料电池制造；不包括利用太阳光转换成电能的太
阳能电池制造

38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指使用交流电源或电池的各种家用电器的制造

386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387 照明器具制造

389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391 计算机制造

392 通信设备制造

393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394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指雷达整机及雷达配套产品的制造

395 视听设备制造

396 电子器件制造

397 电子元件制造

399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指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未列明的电子设备的制造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401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402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03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指各种钟、表、钟表机芯、时间记录装置、计时器的制造，还包
括装有钟表机芯或同步马达，用以测量、记录或指示时间间隔的
装置、定时开关，以及钟表零配件的制造

404 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

409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指上述未列明的仪器、仪表的制造

41 其他制造业

411 日用杂品制造

412 煤制品制造
指用烟煤、无烟煤、褐煤及其他各种煤炭制成的煤砖、煤球等固
体燃料制品的活动

413 核辐射加工
指核技术与同位素技术的应用，由核辐照站利用核技术对原有产
品改良、改变性质并使其增值的加工活动

419 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指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

421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指从各种废料［包括固体废料、废水（液）、废气等］中回收，
并使之便于转化为新的原材料，或适于进一步加工为金属原料的
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再加工处理活动，包括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拆
解回收

422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指从各种废料［包括固体废料、废水（液）、废气等］中回收，
或经过分类，使其适于进一步加工为新原料的非金属废料和碎屑
的再加工处理活动

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431 金属制品修理

432 通用设备修理

433 专用设备修理



43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
备修理

435 电气设备修理

436 仪器仪表修理

439 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