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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20） 
 

一、分类目的 

为推动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健康发展，科学界定统计范

围，准确反映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发展状况，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

《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

的意见》《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对教育培

训及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基础，制定本分类。 

二、概念界定和分类范围 

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是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系统和非学制

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教育培训及相关产

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集合，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7）中教育门类，以及其他门类中教育培

训相关的产业。本分类将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范围确定为：学

校教育、社会教育、培训服务、教育培训管理服务、教育培训

相关服务、教育培训用品及相关产品流通服务、教育培训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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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产品制造、教育培训机构设施建设等 8个大类。 

三、编制原则 

（一）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为指导。本分类以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件和《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

域消费的意见》《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政

策文件提出的教育培训重点任务为指导，确定教育培训及相关

产业的基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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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分类中符合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特征相关活动的再分类。 

（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本分类力求全面反映我

国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状况，充分考虑了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

发展政策要求和新业态新模式，以及现有统计数据基础，涵盖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涉及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的全部内容。 

（四）以相关国际国内分类为参考。本分类在充分考虑我

国教育及相关产业特点和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借鉴国际

教育标准分类、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以及其他幸福产业统计分类

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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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与编码 

本分类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教育培训及相

关产业划分为三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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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个大类；第二层为中类，用 3 位

数字表示，前两位为大类代码，共有 36 个中类；第三层为小

类，用 4 位数字表示，前三位为中类代码，共有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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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类的产业构成。本分类 01—02大类为教育服

务核心部分，03大类为培训服务核心部分，04—06大类为教育

培训活动的相关服务，07—08 大类为教育培训产业中第二产业

部分。 

（二）关于对应行业分类代码。本分类在小类上建立了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的对应关系。对于一个行业分类只有部

分活动属于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分类一个小类的情况，所对应

的行业代码用“*”做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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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分类与其他相关分类的关系。本分类与文化、旅

游、健康、体育、养老等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均属于幸福产业

统计分类标准，是从不同领域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再分

类，内容上有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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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表 

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及名称（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1   学校教育    

  011  基础教育   

  0111 学前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

的对 3—6 岁学龄前幼儿进行

保育和教育的活动，包括幼儿

园、以学前教育为主的幼儿看

护及艺术、语言启蒙等教育服

务 

8310 学前教育 

  0112   初等教育 指《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小

学教育以及成人小学教育（含

扫盲）的活动 

8321 普通小学教育 

8322 成人小学教育 

  0113 中等教育 指包括《义务教育法》规定

的对小学毕业生进行初级中等

教育的活动；非义务教育阶

段，通过考试招收初中毕业生

进行普通高中教育的活动；经

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普通

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

校、中等师范学校、成人中等

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学校、中

等技工学校等教育活动  

8331 普通初中教育 

8332 职业初中教育 

8333 成人初中教育 

8334 普通高中教育 

8335 成人高中教育 

8336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012 0120 高等教育 指包括经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由国家、地方、社会办的

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

施的获取学历的高等教育活

动;经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办的

成人高等教育、高级技工学

校、技师学院等教育活动。不

包括党校教育、行政学院教育

和专门的宗教教育 

8341普通高等教育 

8342成人高等教育 

 

     013 0130 特殊教育 指为残障儿童、青少年提供

的特殊教育活动  ，包括为

盲、聋、哑残障儿童、青少年

提供的各种教育服务； 为智

力障碍及其他残障儿童、青少

年提供的各种教育服务 

8350 特殊教育 

02   社会教育   

 021  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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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及名称（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211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的坚定

理想信念的爱国主义教育、社

会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中国近现

代史教育、基本国情和国内外

形势教育、民主法制教育、民

族团结教育、国防教育、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等活

动，包括为青少年提供优秀的

精神文化产品和德育活动的基

地、纪念馆、纪念碑、烈士纪

念建筑物、革命遗址、名人故

居。不包括学校教育制度范围

内的各类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活

动、党校教育和行政学院教育

活动 

8840*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 

8860 烈士陵园、纪念馆 

 

  0212 科学素质教育 指展示人类自然与社会科

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思

想、科学精神的科学类宣传、

教育活动，包括对自然生态系

统生物或自然遗迹进行科学研

究和保护活动、科学普及和宣

传保护教育活动、科幻教育活

动。不包括学校教育制度范围

内的各类科学素质教育活动 

7590*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 

7712*自然遗迹保护管理 

7715*动物园、水族馆管理

服务 

7716*植物园管理服务 

7719*其他自然保护 

  0213 文化素质教育 指展示人类文化、艺术、体

育、历史、文明的文化艺术类

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开展

文化艺术素质教育活动进行的

各类城市公园管理活动和公益

性文化活动，文化场所(博物

馆、科技馆、文化馆等)开展

的各类活动，以及因地制宜开

展的美育活动。不包括学校教

育制度范围内的各类文化艺术

素质教育活动 

7850*城市公园管理 

8840*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 

8850 博物馆 

8870*群众文体活动 

8890*其他文化艺术业 

 

  0214 劳动技能素质教育 指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对

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

人民的教育，在系统的文化知

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

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8090*其他居民服务业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8521*社会看护与帮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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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及名称（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

好劳动品质，包括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

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教育活

动，学生校外劳动、参与社区

服务、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

包括学校教育制度范围内的各

类劳动技能素质教育活动 

  0215 身体心理素质教育 指通过运动、旅行、专业训

练、团体活动等各种途径，对

身体素质及心理素质进行锻炼

和提升的教育活动，包括企事

业单位提供强化实践动手能

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培养

的拓展培训活动服务。不包括

学校教育制度范围内的各类身

体心理素质教育活动 

7291*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22  教育培训知识普及   

  0221 

 

新闻广播电视教育

培训知识普及 

指与教育培训相关的新闻采

访、编辑和发布服务，广播电

视提供的各种素质教育类节目

服务 

8610*新闻业 

8710*广播 

8720*电视 

8740*广播电视集成播控 

   0222 互联网教育培训知

识普及 

指网络视听提供的各种素质

教育类节目服务，以及基础电

信运营商外，通过互联网、手

机 APP 等移动客户端提供的有

关教育培训知识的在线信息、

数据检索以及教育培训科普等

信息服务 

6410*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

务 

642* 互联网信息服务 

 

  0223 

 

出版物教育培训知

识普及 

指教材、教辅、考试、科

普、企业培训和工具书等教育

培训类图书、报纸、期刊、音

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

版物等出版服务 

862* 出版业 

  0224 会展教育培训知识

普及 

指各类教育培训博览、展览

或展会等服务  

7284*文化会展服务 

7289*其他会议、展览及相

关服务 

  0225 教育培训内容制作

服务 

指制作教育培训题材的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电影、动

漫、数字游戏等作品，以及与

教育培训题材有关的专业设计

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 

 

6331*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

务 

6572*动漫、游戏数字内容

服务 

7492*专业设计服务 

8710*广播 

8720*电视 

8730*影视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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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及名称（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8740*广播电视集成播控 

8810*文艺创作与表演 

  0226 其他教育培训知识

普及 

指举办教育培训基本知识和

技能普及活动的社会培训机构

提供的其他未列明服务。不包

括课外辅导培训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3   培训服务    

 031 0310 职业技能培训及相关

服务 

 

指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其他政府部门批准举办，

或由社会机构举办的为提高劳

动者职业技能的就业前培训、

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

培训，包括行业职业技能培训

等各种技能培训活动。不包括

出国留学机构开展的外语培训

和以留学为目的的外语培训,

社会上举办的各类培训班、速

成班、讲座等 

5621*通用航空生产服务 

8391*职业技能培训 

 032  文体培训   

  0321 文化艺术培训 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以外，

由正规学校或社会各界举办的

文化艺术培训活动。不包括学

校教育制度范围内的艺术大

学、学院、学校的艺术专业教

育，交谊舞、国标舞的培训和

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对象的课外

文化艺术辅导 

8393文化艺术培训 

   0322 体育培训 指各类、各级体校培训，以

及其他各类体育运动培训活

动，包括交谊舞、国标舞的培

训，职业运动员的训练辅导， 

室内健身运动（瑜伽功），少

儿体育培训。不包括学校教育

制度范围内的体育大学、学

院、学校开展的体育专业教育

活动 

8392 体校及体育培训 

8870*群众文体活动 

891* 体育组织 

8930*健身休闲活动  

 

 033  课外辅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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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及名称（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0331 课业辅导 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以外，

由社会各界举办的，以中小学

生和大学生为培训对象的，涵

盖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各

门课程的辅导培训活动，包括

具有教育辅导活动的托管班、

幼小衔接班、各类升学考试辅

导班、培训班、速成班、讲

座、家庭辅导、奥数辅导、外

国语言辅导等 

7263*劳务派遣服务 

8010*家庭服务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332 兴趣辅导 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以外，

由社会各界举办的，以学龄前

儿童、中小学生为培训对象开

展的兴趣辅导与培训活动，包

括少年宫、青少年之家、少年

活动中心等举办的各类兴趣辅

导活动，如国学辅导、艺术辅

导、编程等信息技术辅导、礼

仪知识辅导、安全知识辅导。

不包括以学校课业为主要内容

的各类辅导培训活动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8870*群众文体活动 

 

 

 034 0340 出国留学/移民培训 指出国留学机构主办的外国

语言培训、相应的申请国外留

学考试所需的国际课程培训，

以及留学/移民申办和签证培

训。不包括适应国内课程需要

的课业辅导和兴趣辅导，以及

不以出国为目的的外语培训 

8391*职业技能培训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35 0350 干部教育培训 

 

指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为

职工提供的内部培训服务，以

及主管部门、院校和企事业单

位对从事教育培训活动的教师

开展的培训活动、党校教育、

行政学院教育，包括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相关政治理论培训、行业内专

家和业内人士的讲座等内训活

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管理人员培训、出国出境培训

以及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创新

创造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更

新和补充知识和技能，完善知

识结构，提高整体素质的适应

性短期继续教育实践和培训活

动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36 0360 老年培训 指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 6432*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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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及名称（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特征，由政府、社区、社会力

量或者企业举办的各类以帮助

老年人强化风险防范意识、丰

富老年人生活、提高老年人健

康素养为目的的老年学校、老

年大学和“县（市、区）—乡

镇（街道）—村（居委会）”

三级社区老年教育办学网络，

以及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提供的老年教育服务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37 0370 其他教育培训服务 指上述未列明的其他教育活

动，包括经批准的宗教院校教

育、宗教培训、神学院或佛学

院教育服务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4   教育培训管理服务   

 041 0410 政府教育培训管理服

务与教育监督 

指国家及各级教育、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对学校和教

育培训机构的办学安全、质量

和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监督和

管理的活动，对第三方教育质

量评估的监督指导活动，以及

其他教育培训相关的管理和服

务活动，如教育培训机构服务

质量监管和教育培训用品的质

量监管，包括研究建立健全中

小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

国家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培训

机构等质量标准、教学综合评

估标准、教育评价机制、教育

监督等活动；制定和实施教育

培训相关规章制度、规划计

划，以及相关的检查、监督、

稽查、查处活动；参与国际教

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

究制定，推进与国际组织及专

业机构的教育交流合作，健全

对外教育援助机制的活动。不

包括对于教师师德师风、职

称、岗位和其他工作表现的考

核评价活动 

9224*社会事务管理机构 

9225*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9226*行政监督检查机构 

 042 0420   社会组织教育培训服

务 

指与教育培训服务相关的教

育协会、文化和体育行业协会

等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等提供的

教育培训服务 

952* 社会团体 

9530*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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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0430 其他组织教育管理和

教育培训类产业园区管

理服务 

指其他各类企业、行业管理

机构和未列明的教育综合跨界

管理活动，以及涵盖各类教育

培训内容、形式和业态所形成

的教育培训产业园区的管理活

动 

7219*其他组织管理服务 

7221*园区管理服务 

 

05   教育培训相关服务   

 051 0510 教育辅助服务 指专门从事教育检测、评

价、考试、招生等辅助活动，

包括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

评先评优等环节中对于教师师

德师风、教育教学业绩和其他

工作表现的教师考核评价活

动，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专

业教育评价机构开展的第三方

教育评价活动，教育管理部

门、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

检测和评价活动、考试管理活

动和招生管理等教育辅助服务 

8394教育辅助服务 

 052  教育基本保障服务   

  0521 校园安全服务 指为学校提供保安、安全系

统监控等服务 

727* 安全保护服务 

  0522 校园卫生保健服务 指为学校提供的卫生保健服

务 

8425*门诊部（所） 

 

  0523 学校餐饮服务 指根据协议或合同，为学校

提供就餐、餐饮配送和其他餐

饮服务等，包括教职工的餐饮

服务 

6239*其他饮料及冷饮服务 

6241*餐饮配送服务 

6299*其他未列明餐饮业 

7214*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0524 教育住宿服务 指为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

学生提供的教育培训用的住宿

服务 

6140*露营地服务 

6190*其他住宿业 

 

  0525 资料服务 指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等提

供学习资料借阅、参考等服务 

8831 图书馆 

8832*档案馆 

  0526 学生接送服务 指汽车租赁公司与学校签订

协议，为学生提供的校车接送

服务，以及学校自有车辆学生

接送服务 

5411*公共电汽车客运 

5419*其他城市公共交通运

输 

5429*其他公路客运 

7214*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0527 文化体育活动服务 指为学校提供的文艺表演和
体育活动服务 

8820*艺术表演场馆 
8921*体育场馆管理 

  0528 校园保洁服务 指为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提
供场所和设备的清洁服务 

821* 清洁服务 
 

  0529 其他保障服务 指为学生提供奶制品、糕
点、面包服务及超市服务，为
放学后少年儿童提供的托管服
务，为学龄前儿童、学生、教

5213*便利店零售 
5219*其他综合零售 
5222*糕点、面包零售 
8090*其他居民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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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学校和其他教育培
训机构提供的各类慈善和募捐
服务，以及学校和其他教育培
训机构的其他后勤保障服务 

8529*其他不提供住宿社会
工作 
 

 053  教育科技服务   

  0531     产教融合服务 指为推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

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

融合提供的相关服务，以及汇

聚区域和行业人才供需、校企

合作、项目研发、技术服务等

各类供求信息平台，包括知识

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活动、产

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 

6439*其他互联网平台 

7520*知识产权服务 

7530*科技中介服务 

 

  0532 教育科技创新服务 指依托高等教育学校建设的

教育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相关的科技创新基地，以及将

教育培训的新内容、新形式和

新业态直接推向市场，促进教

育培训行业创新成果推广服务 

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751* 技术推广服务 

7590*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 

 

  0533 教育创新创业服务 指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建设

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并支

持学生提前进入企业开展创新

活动的服务，以及各省级政府

统筹区域内高校、企业、产业

园区、孵化基地、风险投资基

金等资源，扶持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活动 

6433*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 

6731*创业投资基金 

7264*创业指导服务 

7540*创业空间服务 

 

 054  智慧教育培训服务   

  0541 

 

智能化教学管理 指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

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

服务平台的活动，包括与教育

培训相关的应用软件开发与经

营，基础环境、网络、软硬件

等运行维护，教育培训信息技

术咨询等服务 

6440*互联网安全服务 

651* 软件开发 

6520*集成电路设计 

6531*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6540*运行维护服务 

6560*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6571*地理遥感信息服务 

  0542 

 

互联网教育培训服

务平台 

指专门为教育培训提供第三

方服务平台的互联网活动，包

括互联网法律咨询平台服务、

各类线上教育培训平台、慕课

等计算机、多媒体或移动终端

的应用服务等。不包括以教育

培训知识普及为目的的平台服

务、提供“一带一路”教育资

源信息服务综合平台和国际科

6432*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 

6434*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6439*其他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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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合作交流平台服务的活动 

  0543 

 

教育培训大数据与

云计算服务 

指教育培训数据处理与存

储、大数据处理、云存储、云

计算、云加工等服务 

6450*互联网数据服务 

6550*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 

  0544 

 

    物联网教育培训技

术服务 

指面向教育培训行业所开展

的物联网咨询、设计、建设、

维护和管理等服务 

6532*物联网技术服务 

  0545 

 

    其他智慧教育培训

技术服务 

指其他与教育培训相关的数

字内容和信息技术服务 

6579*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65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 

 055  教育培训金融服务   

  0551 教育培训保险服务 指为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

学龄前儿童、学生和教育工作

者等提供的各类保险服务，包

括疾病保险、责任保险等财产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

险，以及其他保险服务等 

6813*健康保险 

6814*意外伤害保险 

6820*财产保险 

685* 保险中介服务 

6870*保险监管服务 

6890*其他保险活动 

  0552 教育培训贷款服务 指为学龄前儿童、学生、教

育工作者、学校和教育培训机

构等提供的，用于教育服务的

各类具有贷款性质的金融服

务，包括国家助学贷款服务、

商业教育贷款服务等 

6621*商业银行服务 

6622*政策性银行服务 

6637*网络借贷服务 

  0553   其他教育金融服务 指除教育培训保险服务、教

育培训贷款服务以外的其他教

育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为

教育机构债券发行、企业上

市、教育产业信托管理等提供

的金融服务，以及为受教育者

所持有教育类基金提供的管理

服务 

6711*证券市场管理服务 

6720*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 

673* 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 

6790*其他资本市场服务 

691* 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 

 056 0560 教育培训法律服务 指教育培训领域的法律服

务，包括学校办学法律支持、

教育培训事务纠纷的法律服

务。不包括互联网法律咨询平

台服务 

7231*律师及相关法律服务 

7239*其他法律服务 

 057 0570 教育培训信息服务   

  0571 教育培训市场调查 指为教育培训活动提供支持

的市场调查服务和相关服务策

划。不包括专门的咨询服务 

7242*市场调查 

7249*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0572 教育培训咨询服务 指教育培训相关的咨询服

务，包括创业辅导、创业培

训、升学规划、升学志愿填报

咨询等专业咨询服务活动。不

7243*社会经济咨询 

7249*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7264*创业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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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留学中介服务 

  0573   留学中介服务 指提供出国或来华留学的专

业咨询服务活动 

7249*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 

  0574 教育培训广告服务 指为教育培训活动进行的有

偿或无偿的宣传活动。不包括

教育培训知识普及服务 

725* 广告业 

 

 058 0580 教育培训基地服务 指企事业单位、院校和其他

组织为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

员、技能人员、教师等开展教

育培训，以及为学生实习实践

提供场所、设施、教学材料等

的服务 

7040*房地产租赁经营 

7122*体育用品设备出租 

7299*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

业 

7540*创业空间服务 

892* 体育场地设施管理 

 059 0590 其他教育培训服务 指上述未列明的其他教育培

训服务，包括教育培训产品的

专业修理服务 

4330*专用设备修理 

06   教育培训用品及相关产

品流通服务 

  

 061  教育培训产品批发   

  0611 文具、体育用品批

发 

指各类文具用品、教具和教

学培训使用的体育器材以及校

服等相关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

活动。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子

商务平台开展的文具和此类体

育用品批发活动 

5141 文具用品批发 

5142*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612 教育培训出版物批

发 

指各类纸质、电子和数字类

教育培训出版物的批发和进出

口活动。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

子商务平台开展的教育培训出

版物批发活动 

5143*图书批发 

5144*报刊批发 

5145*音像制品、电子和数

字出版物批发 

5176*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 

  0613 培训乐器批发 指用于教学培训的乐器批发

和进出口活动。不包括通过互

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此类

乐器批发活动 

5147*乐器批发 

  0614 益智玩具批发 指用于儿童智力开发的教育

培训类玩具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子商

务平台开展的此类玩具批发活

动 

5149*其他文化用品批发 

  0615 教育培训类电子产

品批发 

指用于教育培训的电子数码

产品批发和进出口活动。不包

括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

展的此类电子产品批发活动 

5179*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

产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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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6 教育培训产品互联

网批发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

开展的教育培训及其他相关产

品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93*互联网批发 

5199*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062    教育培训产品零售   

  0621 文具、体育用品零

售 

指各类文具用品和教学培训

使用的体育器材以及校服等相

关产品的零售活动。不包括通

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

文具、体育用品零售活动 

5241 文具用品零售 

5242*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0622 教育培训出版物零

售 

指各类纸质、电子和数字类

教育培训出版物的零售活动。

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

台开展的教育培训出版物零售

活动 

5211*百货零售 

5243*图书、报刊零售 

5244*音像制品、电子和数

字出版物零售 

  0623 培训乐器零售 指用于教学培训的乐器零售

活动。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子

商务平台开展的此类乐器零售

活动 

5247*乐器零售 

  0624   益智玩具零售 指用于儿童智力开发的教育

培训类玩具零售活动。不包括

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

的此类玩具零售活动 

5249*其他文化用品零售 

  0625   教育培训类电子产

品零售 

指用于教育培训的电子数码

产品零售活动。不包括通过互

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此类

电子产品零售活动 

5279*其他电子产品零售 

  0626   教育培训产品互联

网零售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

开展的教育培训及其他相关产

品零售活动 

5292*互联网零售 

 063 0630   教育培训产品租赁服

务 

指与教育培训相关的文体设

备和用品租赁和出租服务活动 

712* 文体设备和用品出租 

 064 0640 教育培训产品物流服

务 

指与教育培训相关产品的仓

储和配送服务活动 

5990*其他仓储业 

6010*邮政基本服务 

6020*快递服务 

6090*其他寄递服务 

07   教育培训用品及相关产

品制造 

  

 071 0710 教育培训制品印刷 指为教育培训制品提供的印

刷服务，包括书和报刊印刷、

本册印制、包装装潢、装订和

媒介复制等活动 

231* 印刷 

 

 072 0720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指供教育培训用途的文教办

公用品、书桌椅制造以及校服

等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 

2110*木质家具制造 

2130*金属家具制造 

2140*塑料家具制造 

2411*文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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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笔的制造 

2413 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

造 

2414*墨水、墨汁制造 

2419*其他文教办公用品制

造 

 073  教育培训用品制造   

  0731 培训乐器制造 指供教学培训用的乐器生产

活动 

242* 乐器制造 

  0732 体育培训用品制造 指供教学培训用的体育用品

生产活动 

244* 体育用品制造 

  0733 益智玩具制造 指主要供儿童和青少年智力

开发的教育培训类玩具及游艺

器材的生产活动 

245* 玩具制造 

2462*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

器材制造 

  0734 其他教育培训用品

制造 

指除培训乐器、体育培训用

品和益智玩具外的其他教育培

训用品制造 

1811*运动机织服装制造 

1821*运动休闲针织服装制

造 

 074  教育培训用设备制造   

  0741 投影视听设备制造 指供教学培训用的幻灯投影

设备和影视录放设备的生产活

动 

3472*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 

3953*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0742     计算机和智能消费

设备制造 

指供教学培训用的计算机、

数字化电子设备、计算机外围

设备，以及与个人移动计算设

备产品具有持续交互功能的智

能消费设备生产活动；教育机

器人制造 

3911*计算机整机制造 

3912*计算机零部件制造 

3913*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3919*其他计算机制造 

3961*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 

3964*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 

3969*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

造 

  0743 教学仪器制造 指教学使用的测量和绘图用

具、器具及量仪，以及专供教

学示范或展览用的专用仪器的

生产活动 

4013*绘图、计算及测量仪

器制造 

4026 教学专用仪器制造 

  0744 其他教育培训用设

备制造 

指除投影视听设备、计算机

和智能消费设备、教学仪器之

外的其他教育培训用设备制造 

4014*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4190*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075 0750 特殊教育辅助用品制

造 

指各种教育课程训练辅助器

具制造，包括母语训练辅助器

具、外语训练辅助器具、数学

和物理等科学课程训练辅助器

具、人文科学课程训练辅助器

具、社会科学课程训练辅助器

具等制造;认知测试和评估材

料制造,包括语言测试和评估

材料、心理测试和评估材料、

教育能力测试和评估材料等制

3586*康复辅具制造 

2419*其他文教办公用品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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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及名称（2017） 大类 中类 小类 

造 

08   教育培训机构设施建设   

 081 0810 教育培训机构房屋建

设 

指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常

设教育机构拥有产权的房屋建

设，包括其中的非教学用房 

4790*其他房屋建筑业 

 

 082 0820 教育培训机构建筑安

装 

指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建

筑物内各种设备和体育场地设

施的安装活动，以及施工中的

线路敷设和管道安装活动。不

包括工程收尾的装饰，如对墙

面、地板、天花板、门窗等处

理活动 

4910*电气安装 

4920*管道和设备安装 

4991*体育场地设施安装 

4999*其他建筑安装 

 083 0830 教育培训机构装饰装

修 

指对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等

设施建筑装饰和装修活动 

5011*公共建筑装饰和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