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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20） 
 

一、分类目的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发展

和乡村振兴，科学界定农业及相关产业的统计范围，全面准确

反映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造、流通、服务等全产业链价

值，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7）为基础，制定本分类。 

二、分类范围 

本分类规定的农业及相关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以及产品

为农林牧渔业所用、直接使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和依托农林牧渔

业资源所衍生出来的二三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

制造、流通、服务等环节形成的全部经济活动。具体范围确定

为农林牧渔业、食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加工与制造、非食用农林

牧渔业产品加工与制造、农林牧渔业生产资料制造和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品流通服务、农林牧渔业科研

和技术服务、农林牧渔业教育培训与人力资源服务、农林牧渔

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农林牧渔业休闲观光与农业农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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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其他支持服务等 10个大类。 

三、编制原则 

（一）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为依据。本分类以《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的重点任务为指导，科学反映农林牧渔业生产、加

工、制造、流通、服务等全产业链价值，确定农业及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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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及相关产业

生产活动的特点，将行业分类中相关的类别重新组合，是对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符合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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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类立足于现有统计

工作基础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筹考虑行业的全面性和数据

的可获得性，涵盖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涉及农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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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农业及相关产业特点和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借鉴部分

发达国家农业及相关产业和国内文化、旅游及林业等派生产

业统计分类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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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类结构和编码 

本分类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农业及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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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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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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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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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大类“农林牧渔业”同《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7）的 A 门类（农、林、牧、渔业）一

致，为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核心领域，本分类 02 至 10 大类为农

业及相关产业相关领域。 

（二）本分类建立了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对应关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仅部分活动

属于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所对应的行业代码用“*”做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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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分类在“说明”栏中，对农业及相关产业各小类

的范围作了说明。 

（四）本分类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的具体范围和说明，参见《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注释》。 

六、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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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业   

 011  农业生产   

  0111     谷物种植 

     

指以收获籽实为主的农作物的种

植，包括稻谷、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的种植，作为饲料和工业原料的

谷物的种植 

0111 稻谷种植 

0112 小麦种植 

0113 玉米种植 

0119 其他谷物种植 

  0112 薯类、豆类和油料

种植 

指对薯类、豆类以及油料的种植

活动 

0121 豆类种植 

0122 油料种植 

0123 薯类种植 

  0113     棉、麻、糖、烟草

种植 

     

指对棉花、麻类、糖料以及烟草

的种植活动 

0131 棉花种植 

0132 麻类种植 

0133 糖料种植 

0134 烟草种植 

  0114     蔬菜、食用菌及园

艺作物种植 

     

指对蔬菜、食用菌、花卉以及其

他园艺作物的种植活动。不包括用

作水果的西瓜、白兰瓜、香瓜等瓜

果类种植和腰果、核桃、榛子、白

果等坚果类作物种植，野生菌类的

采集，树木幼苗的培育和种植，城

市草坪的种植、管理 

0141 蔬菜种植 

0142 食用菌种植 

0143 花卉种植 

0149 其他园艺作物种植 

  0115     水果种植 

    

指对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葡萄、

柑橘类、香蕉等亚热带水果以及其

他水果的种植活动 

0151 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

植 

0152 葡萄种植 

0153 柑橘类种植 

0154 香蕉等亚热带水果种植 

0159 其他水果种植 

  0116     坚果、含油果、香

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指对坚果、含油果、香料作物、

茶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活动 

0161 坚果种植 

0162 含油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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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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3 香料作物种植 

0164 茶叶种植 

0169 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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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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7     中药材种植 

    

指主要用于中药配制以及中成药

加工的各种中草药材作物以及其他

中药材的种植活动 

0171 中草药种植 

0179 其他中药材种植 

  0118     草种植及割草 

    

指收获人工种植牧草和收割天然

草原牧草的活动 

0181 草种植 

0182 天然草原割草 

  0119 其他农业生产活

动 

指上述内容未包括的其他农业生

产活动 

0190 其他农业 

 012  林业生产   

  0121 林木育种和育苗 指应用遗传学原理选育、繁殖林

木良种、繁殖林木新品种核心的栽

植材料的林木遗传改良活动和通过

人为活动将种子、穗条或植物其他

组织培育成苗木的活动 

0211 林木育种 

0212 林木育苗 

  0122 造林和更新 指在宜林荒山荒地荒沙、采伐迹

地、火烧迹地、疏林地、灌木林地

等一切可造林的土地上通过人工造

林、人工更新、封山育林、飞播造

林等方式培育和恢复森林的活动 

0220 造林和更新 

  0123 森林经营、管护和

改培 

指为促进林木生长发育，在林木

生长的不同时期进行的促进林木生

长发育的活动；为调整林分结构和

树种组成，形成密度合理、物种丰

富、功能完备的优质、高产、高效

林而采取林分抚育、补植、补播等

人工措施的活动 

0231 森林经营和管护 

0232 森林改培 

  0124 木材和竹材采运 指对林木和竹木的采伐，并将其

运出山场至贮木场的生产活动 

0241 木材采运 

0242 竹材采运 

  0125 林产品采集 指在天然林地和人工林地进行的

各种林木产品和其他野生植物的采

集等活动 

0251 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0252 非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013  畜牧业生产   

  0131 牲畜饲养 指对牛、马、猪、羊、骆驼以及

其他牲畜的饲养活动，包括相关初

级产品 

0311 牛的饲养 

0312 马的饲养 

0313 猪的饲养 

0314 羊的饲养 

0315 骆驼饲养 

0319 其他牲畜饲养 

  0132 家禽饲养 指对鸡、鸭、鹅以及其他家禽的

饲养活动 

0321 鸡的饲养 

0322 鸭的饲养 

0323 鹅的饲养 

0329 其他家禽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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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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3 狩猎和捕捉动物 指对各种非国家和地方保护野生

动物的捕捉以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活

动 

0330 狩猎和捕捉动物 

  0134 其它畜牧业   指对兔、蜜蜂的饲养活动，养殖

驯鹿、梅花鹿、麝、狐、貂等畜牧

业活动，其他动物毛类、生皮、生

毛皮，以及蚕茧、麝香、鹿茸、燕

窝、龟蛋、蜜蜂产品等畜禽产品和

其他未列明养殖畜禽等畜牧业活动 

0391 兔的饲养 

0392 蜜蜂饲养 

0399 其他未列明畜牧业 

 014  渔业生产   

  0141   水产养殖 指利用海水或在内陆水域，对各

种水生动植物的养殖活动 

0411 海水养殖 

0412 内陆养殖 

  0142   水产捕捞 指在海洋中或在内陆水域，对各

种天然水生动植物的捕捞活动 

0421 海水捕捞 

0422 内陆捕捞 

 015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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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种子种苗培育活

动、农业机械活动、灌溉活动、农

产品初加工活动、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活动，以及其他农业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不包括各种科学技术和专

业技术服务 

0511 种子种苗培育活动 

0512 农业机械活动 

0513 灌溉活动 

0514 农产品初加工活动 

0515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活动 

0519 其他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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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活动、

森林防火活动、其他林业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0521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活动 

0522 森林防火活动  

0523 林产品初级加工活动 

0529 其他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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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加工等活动。不包

括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0531 畜牧良种繁殖活动 

0539*其他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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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1 鱼苗及鱼种场活动 

0549 其他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02   食用农林牧渔业产品

加工与制造 

    

 021  粮油加工及豆制品

制造 

指对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的磨制、

榨制，对淀粉的提取、制造，豆制

品的制造和饲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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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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物磨制 指对稻谷、小麦、玉米、杂粮、

其他谷物等粮食作物的加工活动，

包括将稻谷去壳、碾磨成大米的生

产活动；将小麦碾磨成小麦粉的生

产活动；将玉米碾碎或碾磨成玉米

碴或玉米粉的加工活动；将谷子、

高粱、绿豆、红小豆等小宗谷类、

豆类作物进行清理去壳、碾磨，加

工为成品粮的生产活动，其他未列 

1311 稻谷加工 

1312 小麦加工 

1313 玉米加工 

1314 杂粮加工 

1319 其他谷物磨制 

    明谷物细粉、其他碾磨、脱壳谷物、

其他粗磨谷物的生产活动。不包括 

 

以玉米为原料的饲料加工、淀粉及

淀粉制品制造等 

  0212   淀粉及淀粉制品

制造 

指用玉米、薯类、豆类及其他植

物原料制作淀粉和淀粉制品的生

产；以淀粉为原料，经酶法或酸法

转换得到的糖品生产活动。不包括

乳糖、蔗糖等的加工 

1391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0213   豆制品制造 指以大豆、小豆、绿豆、豌豆、

蚕豆等豆类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

成食品的活动 

1392 豆制品制造 

  0214   食用植物油加工   指用各种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

脂，以及精制食用油的加工。不包

括谷物磨制、淀粉加工所产生食用

油原料或食用油，猪油及其他动物

油脂的提炼和精制等活动，以及非

食用植物油料生产、加工的油脂 

1331 食用植物油加工 

 

  0215   饲料加工   指专门为合法饲养的猫、狗、鱼、

鸟等小动物提供食物的加工；以及

适用于农场、农户饲养牲畜、家禽、

水产品的饲料生产加工和用低值水

产品及水产品加工废弃物（如鱼骨、

内脏、虾壳）等为主要原料的饲料

加工。不包括可用作动物饲料的植

物油加工后的副产品和谷物碾磨后

的残余物 

1321 宠物饲料加工 

1329 其他饲料加工 

 022  肉蛋奶加工     

  0221`   牲畜、禽类屠宰 指对各种牲畜、禽类进行宰杀、

鲜肉冷冻等保鲜活动。不包括商业

冷藏活动 

1351 牲畜屠宰 

1352 禽类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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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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肉类加工 指主要以各种畜、禽肉及畜、禽

副产品为原料加工成熟肉制品 

1353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0223 肉、禽类罐头制造 指畜肉、禽肉、肉禽汤类罐头的

制造活动  

1451 肉、禽类罐头制造 

  0224   蛋品加工 指对干蛋品、冰蛋品、再制蛋、

卵清蛋白等蛋品的加工活动 

1393 蛋品加工 

  0225   乳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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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液体

乳、乳粉及其他乳制品制造。不包

括未经加工的生鲜乳、含乳饮料和

植物蛋白饮料生产活动 

1441 液体乳制造 

1442 乳粉制造 

1449 其他乳制品制造 

 023  果蔬茶加工   

  0231 蔬菜加工 指对薯类及类似植物加工品、冷

冻蔬菜、暂时保藏蔬菜（原料）、

干制蔬菜（脱水蔬菜）、腌渍菜、

冷冻蔬菜半成品、蔬菜沙拉的加工，

对其他蔬菜加工品等的加工活动 

1371 蔬菜加工 

 

  0232 食用菌加工 指冷冻松茸、盐水伞菌属蘑菇、

盐水蘑菇及块菌、干蘑菇及块菌（干

伞菌属蘑菇、干木耳、干银耳、干

香菇、干金针菇、干草菇、干口蘑、

干牛肝菌、其他干蘑菇及块菌）、

非醋腌制蘑菇及块菌（盐渍伞菌属

蘑菇、盐渍块菌、其他非醋腌制蘑

菇及块菌）等食用菌的加工活动 

1372 食用菌加工 

  0233 水果、坚果加工 指对水果和坚果的加工活动 1373 水果和坚果加工 

  0234 蜜饯制作 指以水果、坚果、果皮及植物的

其他部分制作糖果蜜饯的活动 

1422 蜜饯制作 

  0235 蔬菜、水果罐头制

造 

指对蔬菜、水果罐头的制造活动 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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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精制茶加工 

 024  水产品加工   

  0241 水产品冷冻加工 指为了保鲜，将海水、淡水养殖

或捕捞的鱼类、虾类、甲壳类、贝

类、藻类等水生动物或植物进行的

冷冻加工。不包括商业冷藏活动 

1361 水产品冷冻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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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2 鱼糜制品及水产

品干腌制加工 

指鱼糜制品制造，以及水产品的

干制、腌制等加工活动。不包括鱼

肉、水产品类罐头制造 

1362 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

加工 

  0243 鱼油提取及制品

制造 

指从鱼或鱼肝中提取油脂，并生

产制品的活动 

1363 鱼油提取及制品制造 

  0244 水产品罐头制造 指鱼类、虾贝类和其他水产品的

硬包装和软包装罐头生产；以及在

船舶上从事的水产品罐头加工活动 

1452 水产品罐头制造 

  0245 其他水产品加工 指对水生动植物进行的其他未列

明加工活动 

1369 其他水产品加工 

 025  焙烤食品制造   

  0251 糕点、面包制造 指用米粉、面粉、豆粉为主要原

料，配以辅料，经成型、油炸、烤 

制而成的各种食品生产活动 

1411 糕点、面包制造 

  0252 饼干及其他焙烤 指以面粉（或糯米粉）、糖和油 1419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 

   食品制造 脂为主要原料，配以奶制品、蛋制

品等辅料，经成型、焙烤制成的各

种饼干，以及用薯类、谷类、豆类

等制作的各种易于保存、食用方便

的焙烤食品生产活动 

 

 026  方便食品制造   

  0261 米、面制品制造 指以米、面、杂粮等为原料，经

粗加工制成，未经烹制的各类米面

制品的生产活动 

1431 米、面制品制造 

  0262 速冻食品制造 指以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

以肉类、蔬菜等为辅料，经加工制

成各类烹制或未烹制的主食品后，

立即采用速冻工艺制成的，并可以

在冻结条件下运输储存及销售的各

类主食品的生产活动 

1432 速冻食品制造 

  0263 方便面制造 指各类方便面、干吃面食品的制

造 

1433 方便面制造 

  0264 米面食品类罐头

及其他方便食品制造 

指用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

加工制成的，可以直接食用，或只

需简单复热即可食用的各种方便主

餐食品的生产活动，以及其他未列

明的方便食品制造；婴幼儿辅助食

品类罐头、米面食品类罐头（如八

宝粥罐头等）及其他未列明的罐头

食品制造 

1439 其他方便食品制造 

1459 其他罐头食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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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食品添加剂及调味

品制造 

  

  0271 味精制造 指以淀粉或糖蜜为原料，经微生

物发酵、提取、精制等工序制成的， 

1461 味精制造 

    谷氨酸钠含量在 80％及以上的鲜味

剂的生产活动 

 

  0272 酱油、食醋及类似

制品制造 

指以大豆和（或）脱脂大豆，小

麦和（或）麸皮为原料，经微生物

发酵制成的各种酱油和酱类制品，

以及以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

粉、糖的物料或酒精，经微生物发

酵酿制的酸性调味品的生产活动 

1462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 

造 

  0273 食品及饲料添加

剂制造 

指增加或改善食品特色的化学

品，以及补充动物饲料的营养成分

和促进生长、防治疫病的制剂的生

产活动 

1495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0274 其他调味品、发酵

制品制造 

指其他未列明调味品、发酵制品

的制造活动 

1469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

制造 

 028  烟酒糖及饮料制造    

  0281 烟草制品业 指在原烟（初烤）基础上进行第

二次烟叶水分调整的活动；各种卷

烟生产；对烟丝、咀嚼烟、鼻烟、

蛤蟆烟、烟草精汁，及其他未列明

烟草制品的制造活动。不包括生产烟

用滤嘴棒的纤维丝束原料的制造 

1610 烟叶复烤 

1620 卷烟制造 

1690 其他烟草制品制造 

  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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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其他酒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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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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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 制糖业 

  0284 饮料制造 指各类饮料的制造，包括果菜汁

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含乳饮料和植

物蛋白饮料制造、固体饮料、茶饮

料及其他饮料制造。不包括碳酸饮 

料、冷冻饮品及瓶（罐）装饮用水

制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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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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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  中药及其他食品制

造 

  

  0291 中药制造 指对采集的天然或人工种植、养

殖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的药材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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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药材为原料，在中医药理论指

导下，为了预防及治疗疾病的需要，

按规定的处方和制剂工艺将其加工

制成一定剂型的中药制品的生产活

动 

2730 中药饮片加工 

2740 中成药生产 

  0292 糖果、巧克力制造 指以砂糖、葡萄糖浆或饴糖为主

要原料，加入油脂、乳品、胶体、

果仁、香料、食用色素等辅料制成

甜味块状食品的生产活动；以及以

浆状、粉状或块状可可、可可脂、 

1421 糖果、巧克力制造 

 

    可可酱、砂糖、乳品等为主要原料

加工制成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的生

产活动 

 

  0293 营养保健食品制

造 

 

指以新食品原料和其他富含营养成

分的传统食材为原料，经各种常规食

品制造技术生产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他适用于

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生产活动；标

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适用于

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

不以治疗为目的，对人体不产生急性、

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营养素补充等保健食

品制造活动 

1491 营养食品制造 

1492 保健食品制造 

  0294 冷冻饮品及食用

冰制造 

指以砂糖、乳制品、豆制品、蛋

制品、油脂、果料和食用添加剂等

经混合配制、加热杀菌、均质、老

化、冻结（凝冻）而成的冷食饮品

的制造，以及食用冰的制造活动 

1493 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 

 

 

 

 0295 其他未列明食用

类产品加工和制造 

指对其他未列明的农副食品加工

和食品的制造活动 

1399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

工 

1499 其他未列明食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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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非食用农林牧渔业产

品加工与制造 

    

 031 0310 非食用植物油加工 指用各种非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

脂的活动。不包括食用植物油料生

产、加工的油脂，植物芳香油的生

产，以及用化学方法对油和脂的处

理活动 

1332 非食用植物油加工 

 032 0320 

 

棉麻加工 

 

指棉纺纱加工、棉织造加工、麻

纤维纺前加工和纺纱、麻织造加工

等活动 

 

1711*棉纺纱加工 

1712*棉织造加工 

1731 麻纤维纺前加工和纺纱 

1732 麻织造加工 

 033  皮毛羽丝加工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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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皮革鞣制加工 

 

  0332 皮革制品制造 指全部或大部分用皮革为面料，

制作各式服装、皮手套、皮带，以

及皮领带等皮装饰制品的活动；全 

1921*皮革服装制造 

1922*皮箱、包（袋）制造 

1923*皮手套及皮装饰制品制造 

    部或大部分用皮革为材料制作各种 

用途的皮箱、皮包(袋)，或其他材 

料的箱、包(袋)等制作活动；全部

或大部分用皮革为材料制成上述未

列明的其他各种皮革制品的生产活

动 

1929*其他皮革制品制造 

1952*皮鞋制造 

  0333 毛皮鞣制及制品

加工 

指带毛动物生皮经鞣制等化学和

物理方法处理后，保持其绒毛形态

及特点的毛皮(又称裘皮)的生产活

动；用各种动物毛皮和人造毛皮为

面料或里料，加工制作毛皮服装的

生产活动；用各种动物毛皮和人造

毛皮为材料，加工制作上述类别未

列明的其他各种用途毛皮制品的生

产活动 

1931 毛皮鞣制加工 

1932 毛皮服装加工 

1939 其他毛皮制品加工 

 

  0334 羽毛（绒）加工及

制品制造 

指对鹅、鸭等禽类羽毛进行加工

成标准毛的生产活动；用加工过的

羽毛(绒)作为填充物制作各种用途

的羽绒制品(如羽绒服装、羽绒寝

具、羽绒睡袋等)的生产活动 

1941 羽毛（绒）加工 

1942 羽毛（绒）制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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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5 毛条加工及制品

制造 

指以毛为原料进行梳条的加工，

按毛纺工艺（精梳、粗梳、半精梳）

进行纺纱的加工，以毛为原料进行

的机织物织造加工活动 

1721*毛条和毛纱线加工 

1722*毛织造加工 

  0336 丝绢纺织加工 指由蚕茧经过加工缫制成丝的活

动；以丝为主要原料进行的丝织物

织造加工活动 

1741 缫丝加工 

1742 绢纺和丝织加工 

 034  木竹藤棕草加工     

  0341 木材加工 指以原木为原料，利用锯木机械

或手工工具将原木纵向锯成具有一

定断面尺寸（宽、厚度）的木材加

工生产活动，用防腐剂和其他物质

浸渍木料或对木料进行化学处理的

加工，以及地板毛料的制造；利用

森林采伐、造材、加工等剩余物和

定向培育的木材，经削（刨）片机

加工成一定规格的产品生产活动；

用于胶合板、细工木板、木质重组

装饰材、装饰单板（厚度 0.55mm以

下)、单层板积材（LVL）、纺织用

木质层压板、电工层压板和木质层

积塑料等材料的生产活动；对木材

进行干燥、防腐、改性、染色加工，

及其他未列明的木材加工活动 

2011 锯材加工 

2012 木片加工 

2013 单板加工 

2019 其他木材加工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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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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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3 木质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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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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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 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

工 

2032 木门窗制造 

2033 木楼梯制造 

2034 木地板制造 

2035 木制容器制造 

2039 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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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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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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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 竹制品制造 

2042 藤制品制造 

2043 棕制品制造 

2049 草及其他制品制造 

  0345 木竹浆制造 指对机械木浆、化学木浆、化学

机械木浆、其他木浆、竹浆等木竹

浆的制造活动 

2211 木竹浆制造 

 035  文具、玩具和工艺品

制造 

  

  0351  木、竹制教学用

品制造 

指以木、竹等为主要原材料的文

具、笔、教学用模型及教具、画架

等其他文教办公用品的制造 

2411*文具制造 

2412*笔的制造 

2413*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 

2419*其他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0352 木、竹、丝、皮乐

器制造 

 

指以木、竹、丝、皮乐器为主要

原材料的中国民族乐器、西乐器等

各种乐器及乐器零部件和配套产品

的制造。不包括电子乐器和玩具乐

器的制造 

2421*中乐器制造 

2422*西乐器制造 

2429*其他乐器及零件制造 

  0353 木、竹制玩具制造 指以木、竹等为主要原材料，制

作玩具的活动 

2459*其他玩具制造 

  0354 木、竹、树根等雕

塑工艺品制造 

指以木、竹、椰壳、树根、软木

等天然植物为主要原材料，经雕刻、

琢、磨、捏或塑等艺术加工而制成

的各种供欣赏、实用和礼仪用的工

艺品制作活动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0355 其他木、竹制工艺

美术及礼仪用品制造 

指上述未列明的以木、竹制工艺

美术及礼仪用品制造 

2439*其他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

制造 

  0356 麦秆、羽毛、粮食

等花画工艺品 

 

指以绢、丝、绒、麦秆、羽毛、

通草、粮食以及鲜花草等天然植物

及植物制品为原料，经造型设计、

模压、剪贴、干燥等工艺精制而成

的花、果、叶等人造花类工艺品， 

以画面出现、可以挂或摆的具有欣

赏性、装饰性和礼仪用的画类工艺

品制作活动，包括以粮食为原料的

手工工艺品制作 

2434*花画工艺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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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7 编织、刺绣类工艺

美术及礼仪用品制造 

指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抽

纱刺绣工艺品、地毯和挂毯的制造 

2435 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

制造 

2436 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 

2437 地毯、挂毯制造 

 036  生物质能开发利用   

  0361 生物质液体燃料

生产 

指利用淀粉质、农作物秸秆和农

业加工剩余物、薪材及林业加工剩

余物、禽畜粪便和能源植物等生物

资源作为原料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活

动 

2541*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 

 

  0362 秸杆、林木等致密

成型燃料加工 

指对生物质燃料的加工活动，包

括林木致密成型燃料，秸秆致密成

型燃料，及其他生物致密成型燃料

的加工。不包括木炭、竹炭加工 

2542 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加

工   

  0363 生物质能发电 指主要利用秸秆、林业剩余物、

城乡有机废物为原料，采取直接燃

烧或气化等方式的发电活动 

4417 生物质能发电 

 

  0364 生物质能供热 

 

指利用秸秆、林业剩余物、城乡

有机废物或生物质成型燃料等为原

料，通过锅炉等装置生产蒸汽和热

水，进行供热的活动 

4430*热力生产和供应 

  0365 生物质能热电联

产 

指利用秸秆、林业剩余物、城乡

有机废物或生物质成型燃料等为原 

4412*热电联产 

    料，既发电又提供热力的生产活动  

  0366 生物质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 

指利用农作物秸秆、林木废弃物、

食用菌渣、畜禽粪便、餐厨垃圾、

农副产品加工废水等生物质资源作

为原料转化为可燃性气体能源 

4520 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37  天然橡胶原料制品

制造 

  

  0371 天然橡胶原料制

轮胎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轮胎

制造活动 

2911*轮胎制造 

  0372 天然橡胶原料制

板、管、带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生产

橡胶板状、片状、管状、带状、棒

状和异型橡胶制品的活动，以及以

天然橡胶为主要成分，用橡胶灌注、

涂层、覆盖或层叠的纺织物、纱绳、

钢丝（钢缆）等制作的传动带或输

送带的生产活动 

2912*橡胶板、管、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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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3 天然橡胶原料制

橡胶零件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各种

用途的橡胶异形制品、橡胶零配件

制品的生产活动 

2913*橡胶零件制造 

  0374 天然橡胶原料制

日用及医用制品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日用

及医用橡胶制品的制造活动 

2915*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0375 天然橡胶原料制

其他橡胶制品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其他

橡胶制品制造活动 

2919*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038  农林牧渔原料化工

品制造 

  

  0381 林产化学产品制

造 

指以林产品为原料，经过化学和

物理加工方法生产产品的活动，包

括木炭、竹炭生产活动 

2663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0382 动物胶制造 指以动物骨、皮为原料，经一系

列工艺处理制成有一定透明度、黏

度、纯度的胶产品的生产活动 

2667 动物胶制造 

  0383 香料香精制造 指具有香气和香味，用于调配香

精的物质——香料的生产，以及以

多种天然香料和合成香料为主要原

料，并与其他辅料一起按合理的配 

2684 香料、香精制造 

    方和工艺调配制得的具有一定香型

的复杂混合物，主要用于各类加香

产品中的香精的生产活动 

 

  0384 生物基化学纤维

制造 

指以生物单体或天然有机高分子

为原料生产纤维的活动，除天然动 

2831 生物基化学纤维制造 

    植物纤维外，特指生物基再生纤维、

生物基合成纤维等 

 

  0385 生物基淀粉基新

材料制造 

指使用可再生生物资源（如玉米、

木薯、秸秆等）经过糖化、发酵、

聚合等步骤制成的聚乳酸等生物

基、淀粉基材料的活动 

2832 生物基、淀粉基新材料制 

造 

04   农林牧渔业生产资料

制造和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 

  

  041  肥料制造    

   0411 氮肥制造 指矿物氮肥及用化学方法制成含

有作物营养元素氮的化肥的生产活

动 

2621 氮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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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 磷肥制造 指以磷矿石为主要原料，用化学

或物理方法制成含有作物营养元素

磷的化肥的生产活动 

2622 磷肥制造 

   0413 钾肥制造 指用天然钾盐矿经富集精制加工

制成含有作物营养元素钾的化肥的

生产活动 

2623 钾肥制造 

   0414 复混肥料制造 指经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加工制成

的，含有两种以上作物所需主要营

养元素（氮、磷、钾）的化肥的生

产活动 

2624 复混肥料制造 

   0415 有机肥料及微生

物肥料制造 

指主要来源于动植物，经过发酵

腐熟的含碳有机物料，能改善土壤

肥力、提供植物营养、提高作物品

质的肥料制造；将含有特定微生物

活体的制品，应用于农业生产，通

过其中所含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增

加植物养分的供应量或促进植物

生长，提高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

及农业生态环境的肥料制造 

2625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

造 

   0416 其他肥料制造 指上述未列明的用于提供植物

营养、保持或改善土壤物理、化学

性能及生物活性，提高农产品产

量，或改善农产品品质，或增强植

物抗逆性的有机、无机、微生物及

其混合物的肥料制造，包括中量元

素肥料、微量元素肥料的生产 

2629 其他肥料制造 

  042  农兽药制造     

   0421 化学农药制造 指化学农药原药，以及经过机械

粉碎、混合或稀释制成粉状、乳状

和水状的化学农药制剂的生产活动 

2631 化学农药制造 

   0422 生物化学农药及

微生物农药制造 

指由细菌、真菌、病毒和原生动

物或基因修饰的微生物等自然产

生，以及由植物提取的防治病、虫、

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的农药制剂

生产活动 

2632 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

药制造 

   0423 兽用药品制造 指用于动物疾病防治兽用医药的

制造 

2750 兽用药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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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农业用塑料制品制

造 

  

   0431 农业用塑料薄膜

制造 

指用于农业的塑料薄膜制造 2921*塑料薄膜制造 

   0432 农业用泡沫塑料

制造 

指主要用于农业，以合成树脂为

主要原料，经发泡成型工艺加工制 

成内部具有微孔的塑料制品的生产

活动 

2924*泡沫塑料制造 

  0433 其他农业用塑料

制品制造 

指农业用途的各种塑料板、管及

管件、棒材、薄片等生产活动，以

及以聚氯乙烯为主要原料，经连续

挤出成型的塑料异型材的生产活 

动，农业用塑料制丝、绳、扁条，

塑料袋及编织袋、编织布等生产活

动 

2922*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2923*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 

  044  农林牧渔业专用机

械制造 

   

  0441     拖拉机制造 

 
指大、中、小型拖拉机，运输型

拖拉机，船式拖拉机（机耕船），

高架拖拉机，坡地拖拉机等特种结

构拖拉机，农林用自装或自卸式挂

车制造。不包括履带式牵引车、装

有挖土或铲装物料装置的拖拉机制

造 

3571 拖拉机制造 

 

   0442 种植业机械制造 指用于土壤处理、作物种植或施

肥、种植物收割的种植业机械的制

造，包括土壤耕整、种植施肥、田

间管理、收获、部分收获后处理（脱

粒、清选、剥壳）、农田基本建设

等机械制造，以及设施农业设备制

造。不包括与建筑机械相同的农田

基本建设铲运机械，营林、木材及

竹材采集设备制造 

3572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制

造 

  0443     林业机械制造 指用于林业生产的机械、设备制

造，包括木竹材、木竹质板材、木

制品及竹制品加工过程中的各类机

械和设备的制造，营林及木竹采伐

机械的制造。不包括林业用拖拉机

制造，与农业种植相同的营林通用

机械制造 

3524 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 

3573 营林及木竹采伐机械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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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4 畜牧业机械制造 指草原建设、管理，畜禽养殖及

畜禽产品采集等专用机械的制造，

包括畜牧养殖、畜产品采集运输、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畜禽

尸体处理的机械、设备制造。不包

括畜牧专用工具羊毛剪、羊毛抓子

等制造，割草机械制造 

3574 畜牧机械制造 

 

   0445 渔业机械制造 指用于渔业养殖、渔业捕捞等的

机械、设备制造，包括渔业养殖机

械、捕捞机械、鱼货起卸设备、渔

业织网机械、网片处理机械等渔业

捕捞养殖机械、渔业养殖平台、渔

业养殖工船、网箱养殖装备，以及

其他养殖装备的制造。不包括水产

品冻结、保鲜专用设备制造，渔轮

的制造  

3575 渔业机械制造 

   0446 农林牧渔机械配

件制造 

指拖拉机配件和其他农林牧渔机

械配件的制造，包括拖拉机零配件，

农用喷射机械或器具零件，整地或

耕作机械零件，作物收获机械零件，

畜牧业机械零件 

3576 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 

   0447 棉花加工机械制

造 

指棉花加工专用机械制造，棉花

加工成套设备的制造和安装 

3577 棉花加工机械制造 

   0448 其他农、林、牧、

渔业机械制造 

指用于农产品初加工机械，以及

其他未列明的农、林、牧、渔业机 

3579 其他农、林、牧、渔业机 

械制造 

    械的制造  

  045  食用类产品生产专

用设备制造 

    

   0451 食品、酒、饮料及

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指主要用于食品、酒、饮料生产

及茶制品加工等专用设备的制造 

3531 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 

专用设备制造 

   0452 农副食品加工专

用设备制造 

指对谷物、干豆类等农作物的筛

选、碾磨、储存等专用机械，糖料

和油料作物加工机械，畜禽屠宰、

水产品加工及盐加工机械的制造  

3532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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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3 烟草生产专用设

备制造 

指打叶复烤生产线、烟叶制丝生

产线，烟用加温加湿、解把、除杂、

筛分、叶梗分离、烘烤、预压打包、

开（拆）包、叶片分切、切丝、烘

丝、冷却、香精香料调配及加料加

香、压梗、输送、储存、卷接、包

装、滤棒成型、装封箱等机械，废

烟支、烟丝回收机械，烟丝膨胀机

械，再造烟叶机械等烟草生产专用

设备的制造活动 

3533 烟草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0454 饲料生产专用设

备制造 

指饲料生产专用设备饲料粉碎

机、配制或加工饲料用机械的制造

和饲料（草）收获加工运输设备的

制造，包括饲料粉碎机、饲料磨粉

机、颗粒饲料微粉碎机、油饼轧碎

机、青饲料切片机或压碎机，配制、

加工饲料用机械，饲料混合机，饲

料制粒机，饲料膨化机，加工饲料

用机械饲料生产专用设备的制造活

动。不包括饲料包装机和打包机的

制造 

3534 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046  渔业养殖捕捞船舶

制造 

    

   0461 金属渔业船舶制

造 

 

指以钢质、铝质等各种金属为主

要材料，为渔业制造远洋、近海或

内陆河湖的金属船舶的活动 

3731*金属船舶制造 

   0462 非金属渔业船舶

制造 

 

指以各种木材、水泥、玻璃钢等

非金属材料，为渔业建造船舶的活

动   

3732*非金属船舶制造 

  047  智慧农林牧渔业设

备制造 

    

   0471 农业专用智能无

人飞行器制造 

指按照国家有关安全规定标准，

经允许生产并主要用于农林牧渔业

的遥感测绘用无人飞行器等智能无

人飞行器的制造 

3963*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0472 农林牧渔业机器

人制造 

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各类机

器人，包括农业喷灌机器人、林业

机器人、渔业机器人等特殊作业机

器人的制造 

3492*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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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农林牧渔专用仪器

及农园用金属工具制

造 

    

   0481 农林牧渔专用仪

器仪表制造 

指农、林、牧、渔生产专用仪器、

仪表及类似装置的制造 

4024 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制

造 

   0482 农用及园林用金

属工具制造 

指主要用于农牧业生产的小农

具，园艺或林业作业用金属工具的

制造 

3323 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制

造 

 
049 0490 现代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 

指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村

供水设施及水井工程的生产活动 

4821*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

筑 

05   
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

品流通服务 
    

  
051  农林牧渔业及相关

产品批发 

    

  

 0511 农林牧渔初级产

品批发 

指未经过加工的农作物、林产品

及牲畜、畜产品、鱼苗的批发和进

出口活动，宠物的批发和进口，包

括以批发为目的的农副产品收购活

动。不包括蔬菜、水果、肉、禽、

蛋、奶及水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 

5111 谷物、豆及薯类批发 

5113 畜牧渔业饲料批发 

5114 棉、麻批发 

5115 林业产品批发 

5116 牲畜批发 

5117 渔业产品批发 

5119 其他农牧产品批发 

  

 0512 食品、饮料及烟草

制品批发 

指各类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的

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包括各类米、

面制品、食用油、果品、蔬菜、肉、 

禽、蛋、奶、水产品、可直接饮用

或稀释冲泡后饮用的饮料、酒、茶

叶及烟草制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21 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 

5122 糕点、糖果及糖批发 

5123 果品、蔬菜批发 

5124 肉、禽、蛋、奶及水产品 

批发 

5127 酒、饮料及茶叶批发 

5128 烟草制品批发 

  

 0513 中药材及动物用

药批发 

指人用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

片（含中药配方颗粒）的批发和进

出口活动；各类动物用药品批发和

进出口活动 

5152 中药批发 

5153 动物用药品批发 

  

 0514 农资批发 指对各类种子、化肥、农药、农

用薄膜、农业机械的批发活动 

 

5112 种子批发 

5166 化肥批发 

5167 农药批发 

5168 农用薄膜批发 

5171 农业机械批发 

   0515 宠物食品批发 指各类宠物食品批发活动 5192*宠物食品用品批发 

  
 0516 农林牧渔产品互

联网批发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

的农林牧渔产品批发活动 

5193*互联网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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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7 农林牧渔产品贸

易代理 

指农林牧渔产品贸易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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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代理 

  
 0518 大宗农林牧渔产

品拍卖 

指大宗农林牧渔产品的拍卖活动 5182*一般物品拍卖 

  
052  农林牧渔业及相关

产品零售 

    

  

 0521 食品、饮料及茶叶

零售   

 

指专门经营粮油、各类食品和饮

料的店铺零售活动 

5221 粮油零售 

5223 果品、蔬菜零售 

5224 肉、禽、蛋、奶及水产 

品零售 

5226 酒、饮料及茶叶零售 

 

 0522 烟草制品零售 指烟草制品的零售活动，包括烟

叶、烟丝、卷烟、雪茄烟专门零售

服务，烟草制品固定摊点零售活动

和其他烟草制品零售服务 

5227 烟草制品零售 

  
 0523 中药零售 指人用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

片的零售活动 

5252 中药零售  

 

 
 0524 动物用药零售 指畜牧业、渔业及禽类等动物用

药品的零售 

5253 动物用药品零售 

 

  
 0525 蔬菜、水果等流动

货摊零售 

指水果、蔬菜等流动货摊零售活

动 

5291*流动货摊零售 

   0526 宠物食品零售 指各类宠物食品零售活动 5297*宠物食品用品零售 

  

 0527 农林牧渔及相关

产品互联网零售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

的农林牧渔及相关产品零售活动。

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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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零售 

  
053  农林牧渔业及相关

产品运输 

   

  
 0531 农林牧渔及相关

产品铁路运输 

指专门从事铁路农林牧渔产品货

物运输的活动 

5320*铁路货物运输 

  

 0532 农林牧渔及相关

产品道路运输 

指对运输、装卸、保管没有特殊

要求的农林牧渔产品货物道路运输

活动；农林牧渔产品等货物始终处

于适宜温度环境下，保证产品质量

的配有专门运输设备的道路货物运

输活动；以农林牧渔产品为内容的

邮件包裹道路运输活动；以及其他

未列明的农林牧渔产品货物道路运

输活动    

5431*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5432*冷藏车道路运输 

5436*邮件包裹道路运输 

5439*其他道路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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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3 农林牧渔及相关

产品水上运输 

指各类沿海农林牧渔产品货物运

输活动；江、河、湖泊、水库的水

上农林牧渔产品货物运输活动，包

括远洋冷藏船农林牧渔产品货物运

输活动 

5521*远洋货物运输 

5522*沿海货物运输 

5523*内河货物运输 

  
 0534 农林牧渔及相关

产品航空运输 

指以农林牧渔产品货物或邮件为

主的航空运输活动 

5612*航空货物运输 

  
054  农林牧渔产品仓储、

配送 

    

  

 0541 农林牧渔产品仓

储 

指国家储备及其他谷物仓储活

动，棉花加工厂仓储、中转仓储、

棉花专业仓储、棉花物流配送活动，

在农林牧渔产品仓储、物流配送过

程的农林牧渔产品信息化管理活

动，以及易燃易爆化肥仓储，林产

品、畜牧产品、其他农产品仓储活

动，果蔬、薯类、畜产品低温仓储

活动，渔业产品的低温仓储活动。

不包括中药材仓储活动 

5930 低温仓储 

5942*危险化学品仓储 

5951 谷物仓储 

5952 棉花仓储 

5959 其他农产品仓储 

   0542 中药材仓储 指中药材仓储活动 5960 中药材仓储 

  

 0543 农林牧渔及相关

产品配送 

 

指邮政企业或者受邮政企业委托

的企业和快递服务组织在承诺的时

限内快速完成的农林牧渔及相关产

品寄递服务，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

之外的企业提供的多种类型的农林

牧渔及相关产品寄递服务 

6010*邮政基本服务 

6020*快递服务 

6090*其他寄递服务 

06   农林牧渔业科研和技

术服务 

    

  

061 0610 农林牧渔业生物工

程技术研究和农业环

境保护技术研究 

指与农林牧渔相关的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服务，包括生物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涉农生物工程技

术研究和农业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等 

7320*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 

  

062 0620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 

指各类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活动，包括农学研究，林学研究，

畜牧、兽医研究，水产学研究，其

他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7330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063  农林牧渔业专业技

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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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1 农林牧渔业气象

服务 

指从事农林牧渔业气象探测、预

报、服务和气象灾害防御、气候资

源利用等活动 

7410*气象服务 

  

 0632 兽医服务 指除宠物医院以外的各类兽医服

务，包括家禽、小型动物、水生动

物、其他动物等的疾病防治服务。

不包括狗、猫等宠物医院的活动 

7493 兽医服务 

 

 0633 农林牧渔业质检

技术服务 

指动植物、食品、中药药品、农

药、化肥的检验检疫服务，植物残

留农药、化肥等质量安全检验服务， 

与农林牧渔业产品相关的卫生检疫

服务、质量和安全检验检疫服务，

农业机械产品检测服务，生物质能

产品检测服务，以及与农林牧渔业

相关的计量服务、标准化服务、认

证认可服务和质量品牌保护活动等

其他质检技术服务 

7451*检验检疫服务 

7452*检测服务 

7453*计量服务 

7454*标准化服务 

7455*认证认可服务 

7459*其他质检技术服务 

 

 0634 森林草原生态监

测服务 

指对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湿地

资源、荒漠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资源及外来物种的调查与监测活

动，以及对生态工程的监测活动 

7462*生态资源监测 

  

 

 0635 农林牧渔业规划

服务 

指农林牧渔业的规划设计管理活

动，包括农业规划服务、林业规划

服务 

7485*规划设计管理 

 
 0636 农林牧渔业专业

设计服务 

指农林牧渔业产品的品牌设计等

专业技术服务 

7499*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

业 

  

064 0640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

服务 

指各类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

包括农林牧渔及农机化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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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农业技术服务。不包

括农林牧渔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7511 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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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0650 农林牧渔生物技术

推广服务 

 

指农林牧渔各类生物技术推广服

务，包括为解决农林牧渔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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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生物工

程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

推广服务等活动，包括植物源农药

规模化生产技术推广、新型广谱长

效生物农药剂技术推广、农用沼气

生产与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农作物

秸秆还田技术推广、生物肥料缓释

技术与装备推广、高效水产养殖饲

料配制技术推广、预防禽流感技术

推广、预防口蹄疫技术推广、预防

猪蓝耳病技术推广、预防狂犬病技

术推广、预防布氏杆菌病技术推广、

海水养殖病害预警监测技术推广、

农业生物重要功能基因发掘技术推

广、航天育种技术推广、大数据分

析优化育种管理技术推广等生物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推

广服务，海洋农业生物药物创制高

技术推广等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7512*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07   农林牧渔业教育培训

与人力资源服务 

    

  071  农林牧渔业教育   

   0711 农林牧渔业中等

职业学校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举办并开设农

林牧渔相关专业的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

学校、技工学校等教育活动 

8336*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0712 农林牧渔业高等

教育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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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基础上实施开设农林牧渔相关专

业并获取学历的普通高等教育及成

人高等教育活动，包括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活动 

8341*普通高等教育 

8342*成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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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0720 农林牧渔业职业技

能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批准的职业学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职业 

8391*职业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机构或者其他政府部门批

准举办的为提高农林牧渔业就业人

员就业技能的就业前的培训和其他

技能培训活动。不包括社会上举办

的各类培训班、速成班、讲座等 

 

  
073  农林牧渔业知识普

及 

    

  

 0731 新闻广播电视农

林牧渔业知识普及 

指关于农林牧渔业知识普及的新

闻、广播、电视等服务 

8610*新闻业 

8710*广播 

8720*电视 

8740*广播电视集成播控 

  

 0732 互联网农林牧渔

业知识普及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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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农林牧渔信息接

入互联网的有关应用设施的服务，

以及互联网提供的农林牧渔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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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0*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 

642*互联网信息服务 

  

 0733 出版物农林牧渔

业知识普及 

指与农林牧渔业知识普及相关的

出版服务，包括图书、报纸、期刊、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以

及其他形式的出版服务 

8621*图书出版 

8622*报纸出版 

8623*期刊出版 

8624*音像制品出版 

8625*电子出版物出版 

8626*数字出版 

8629*其他出版业 

  

 0734 农林牧渔业会展

及相关知识普及 

指各种农林牧渔业会展服务活

动，包括会议服务、产品展览服务、

产品交易会、其他农业会展，以及

相关的农林牧渔业知识普及服务 

7284*文化会展服务 

7289*其他会议、展览及相关服 

务 

  

 0735 农林牧渔业知识

制作服务 

指农林牧渔业相关的电影、电视、

录像（含以磁带、光盘为载体）和

网络节目的制作活动，包括农林牧

渔业知识制作相关的动漫、游戏数

字内容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影视

节目制作，文艺创作与表演等服务 

6572*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 

7492*专业设计服务 

8730*影视节目制作 

8810*文艺创作与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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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6 其他农林牧渔业

知识普及 

指与农林牧渔业知识普及相关的

其他未列明教育服务 

8399*其他未列明教育 

  
074  农林牧渔业人力资

源服务 

    

 

 0741 农林牧渔业就业

与职业发展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就业和职

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为用人

单位管理和开发人力资源提供的相

关服务，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招聘、

职业指导、人才测评；为农林牧渔

业求职者寻找、选择、介绍工作，

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的服务；农

林牧渔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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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7261*公共就业服务 

7262*职业中介服务 

7263*劳务派遣服务 

  

 0742 农林牧渔业创业

指导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业初创企业或创业

者提供的创业辅导、创业培训、创

业大赛、技术转移、人才引进、金

融投资、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服

务 

7264*创业指导服务 

  

 0743 其他农林牧渔业

人力资源服务 

指其他未列明的农林牧渔业人力

资源服务，包括农林牧渔业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农林牧渔

业用人单位人力资源信息软件服

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信息调查、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境外农业就

业服务，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服

务，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和

资格考试服务、职业技能服务，农

村实用人才服务，以及其他农林牧

渔业人力资源服务 

7269*其他人力资源服务 

08   农林牧渔业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 

  

  
081  农林牧渔业生态保

护 

    

  

 0811 农林牧渔业自然

生态系统保护管理 

指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自然生态

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活动，包括森林、

草原和草甸、荒漠、湿地以及海洋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 

7711*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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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2 野生动植物保护 指对野生及濒危动物的饲养、繁

殖等保护活动，以及对栖息地的管

理活动，包括野生动物保护区管理；

对野生及濒危植物的收集、保存、

培育及其生存环境的维持等保护活

动 

7713 野生动物保护 

7714 野生植物保护 

  

 0813 动植物园区管理

服务 

指对动植物园区的管理服务活

动，包括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

等。不包括不对游人开放的园区   

7715 动物园、水族馆管理服务 

7716 植物园管理服务 

 

 0814 风景名胜区和森

林公园管理 

指山丘、草原、森林、沙漠、湿

地等风景名胜区管理服务，国家自

然保护区、名胜景区以外的，以大

面积人工林或天然林为主体而建设

的公园管理活动。不包括自然保护

区管理 

7861*名胜风景区管理 

7862 森林公园管理 

  

 0815 其他自然保护 指除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自

然遗迹保护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

以外的其他自然保护活动 

7719 其他自然保护 

  

082 0820 废旧农膜回收利用

服务 

指从各种废旧农膜中回收，或经

过分类，使其适于进一步加工为新

原料的废料再加工处理活动 

4220*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 

  

083 0830 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指畜禽粪污处理活动，包括动物

圈、舍清理和整治等服务，畜禽粪

污处理，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设施

配套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 

0532 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084 0840 病死畜禽处理 指病死畜禽收集、暂存、转运服

务，畜禽尸体处理服务 

0539*其他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085  农林牧渔业环境与

生态监测检测服务 

    

  

 0851 土壤及水环境监

测评估服务 

指对土壤及水体、水系各要素，

对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生产与生活

等各类污染源排放的液体、气体、

固体、辐射等污染物或污染因子指

标进行的测试、监测和评估活动 

7461*环境保护监测 

  

 0852 森林、湿地、草原、

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

与服务 

指对渔业资源、森林资源、湿地

资源、荒漠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资源及外来物种的调查与监测活

动，以及对生态工程的监测活动 

7462*生态资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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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3 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防控监测 

指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活

动，包括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外来入侵物种疫源疫病监测，

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

测 

7463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

测 

  

086 0860 涉农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 

指各类涉农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服务，包括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

别划分咨询服务，农用地土壤安全

利用咨询服务，受污染农用地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污染生

物修复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服务，支撑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

复工程化，支撑农田面源污染防治

技术工程化，支撑农业有机废弃物

无害化消纳利用技术与装备工程

化，以及其他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服务 

7726*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087 0870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指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以下活

动：农村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

运输、处理、利用等活动；农村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利用等活动；

农村卫生厕所建设、改造及厕所粪

污处理、利用等活动；村容村貌整

治、提升等活动；村庄保洁、农村

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等活动 

7721*水污染治理 

7729*其他污染治理 

7820*环境卫生管理 

7830*城乡市容管理 

7840*绿化管理 

 

09   农林牧渔业休闲观光

与农业农村管理服务 

    

 

091  农林牧渔业休闲观

光和乡村旅游 

指以农业生产、农村风貌、农家

生活、乡村文化为基础，开发农业

农村多种功能，提供休闲观光、农 

 

 
   事体验、健康养老等服务的新型农 

业农村产业形态 

 

 

 0911   农林牧渔业休闲活

动 

 

指以农林牧渔业生产为对象的休

闲观光旅游活动，包括农业种植采

摘观光活动、农事体验活动、动物

饲养观光活动、池塘垂钓休闲活动 

9030*休闲观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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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   农林牧渔业主题景

区管理 

 

指以农田、牧园、渔塘或民族风

情村、传统文化村落等为游览景区

的经营活动，包括以油菜花、薰衣

草、梯田、茶园等为主题的景区管

理 

7869*其他游览景区管理 

 

 0913   农家乐经营及乡村

民宿服务 

 

   

指利用当地农产品进行加工，为

游客提供以中餐、晚餐为主的各种

餐饮服务，包括提供小吃服务的农

家饭店，以及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 

6130* 民宿服务 

6210*正餐服务 

6291*小吃服务 

 

    住宅，提供乡村生活住所的服务  

  
092  农业农村组织管理

服务 

    

  0921 政府农业农村事

务管理服务 

指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管

理全国或地方综合事务的政府主管

部门、对外事务管理机构关于农业

农村经济事务的管理活动，以及依

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稽查、

检查、查处等活动，包括独立（或

相对独立）于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

执法机构的活动、农业公共管理服

务 

9221*综合事务管理机构 

9222*对外事务管理机构 

9225*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9226*行政监督检查机构 

  0922 社会组织农业农

村管理服务 

指依法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

登记的与农业农村有关的单位的活

动 

9521*专业性团体 

9522*行业性团体 

  

 0923 农村经济与资源

市场化组织管理服务 

 

指对农村经济与资源的市场化组

织管理和经营性组织管理，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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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货物、

资本市场、黄金、房地产、土地交

易以外的所有与农林牧渔业有关的

资源与产权交易活动，以及农业经

济管理服务、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等

与农业相关的经济管理服务 

7213*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 

721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7219*其他组织管理服务 

  
093  农林牧渔业综合管

理服务 

    

  
 0931 农林牧渔业园区

管理服务 

指各类农林牧渔业园区管理服务 7221*园区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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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2 农林牧渔产品市

场管理服务 

指各种农林牧渔产品交易市场的

管理活动 

7223*市场管理服务 

  

 0933 农林牧渔及相关产

品供应链管理服务 

 

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农林牧渔

产品供应链中的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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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服务 

  

 0934 乡村土地综合管

理服务 

指对乡村土地进行的以下服务：

整理、复垦、开发以及相关设计、

监测、评估等活动；开展农村土地

承包合同管理等活动；利用现状、 

城乡地籍、土地变更等进行调查、

宗地价格评估、地价监测、土地等

级评定、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咨

询活动；在乡村土地登记过程中进

行受理申请、登记事项审核、登记

簿册填写和权属证书发放、土地产

权产籍档案管理和应用等活动；接

受申请人委托，通过实地调查、资

料收集、权属判别等工作，代为办

理乡村土地、林木等不动产登记的

申请和领证等事项，提供社会服务

等活动；农用地流转、土地托管及

其相关的土地管理服务 

7910*土地整治服务 

7920*土地调查评估服务 

7930*土地登记服务 

7940*土地登记代理服务 

7990*其他土地管理服务 

 

10   其他支持服务   

 101 1010 农林牧渔业机械设

备修理 

指农林牧渔业机械专用设备专业

修理、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船舶修

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4330*专用设备修理 

4342*船舶修理 

4390*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02 1020 农林牧渔业通用航

空生产服务 

指利用通用航空设备为农林牧渔

业提供技术服务，包括为农业植保、

航空护林等进行的航空喷洒/撒飞

行和渔业飞行等通用航空生产服务

活动 

5621*通用航空生产服务 

 

 103  农林牧渔业信息技
术服务 

    

  1031 农林牧渔业互联
网服务平台 

指专门为农林牧渔业生产服务、
公共服务提供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互
联网活动，包括农林牧渔业互联网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互联网货物运
输平台、人工智能平台服务、物联
网公共服务平台 

6431*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 

6434*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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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农林牧渔业互联

网数据服务 

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为农林

牧渔业提供大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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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数据服务 

 

  1033 农林牧渔业物联

网技术和应用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业提供各种物联网

技术支持服务和物联网应用服务 

6490*其他互联网服务 

6532*物联网技术服务 

  1034 农林牧渔业数字

化信息服务 

指基于农业农村业务需求进行的

数字化农林牧渔业信息服务，包括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处理和存

储支持服务、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农业生产

领域数字内容服务等。不包括仅提

供第三方互联网交易平台的服务 

6513*应用软件开发 

6531*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6540*运行维护服务 

6550*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6560*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6579*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1035 农林牧渔业遥感

信息服务 

指围绕农林牧渔业开展的互联网

地图服务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测绘软件、遥感软件、导航与位置

服务软件、地图制图软件等，以及

地理信息加工处理（包括导航电子

地图制作、遥感影像处理等）、地

理信息系统工程服务、导航及位置

服务等 

6571*地理遥感信息服务 

 
104  农林牧渔业金融服

务 

    

  1041 农林牧渔业货币

银行服务 

 

指除中央银行以外的各类银行所

从事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存款、贷

款和信用卡等货币媒介活动，还包

括在中国开展与农业农村相关的货

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及分支机构的活

动，包括为农林牧渔业开展融资业

务的小贷公司和融资租赁等 

6621*商业银行服务 

6622*政策性银行服务 

6623 信用合作社服务 

6624 农村资金互助社服务 

6629*其他货币银行服务 

 

  

 1042 农林牧渔产品期

货市场服务 

指非政府机关进行的农林牧渔产

品期货市场经营和监管，主要包括

农林牧渔产品期货交易所、期货保

证金监控中心的活动 

6741*期货市场管理服务 

  

 1043 农林牧渔业保险

服务 

指以农林牧渔业财产及其有关利

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包括财产损

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

证保险等 

6820*财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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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 农林牧渔企业上

市融资辅导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企业提供上市融资

辅导服务 

6712*证券经纪交易服务 

 
 1045 农林牧渔企业财

务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企业提供各类财务

服务 

6632*财务公司服务 

 

 1046 农林牧渔企业其

他资本市场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企业提供投资咨询

服务、财务咨询服务、资信评级服

务 

6790*其他资本市场服务 

  
105 1050 农业机械经营租赁

服务 

  指农业机械租赁活动，包括拖拉

机、播种机、收割机、脱谷机等各 

7112 农业机械经营租赁 

 
   类农业机械设备出租。不包括带操

作人员的农业机械和设备出租 

 

  
106  农林牧渔业产品广

告服务 

    

  
 1061     互联网农林牧渔

业广告服务 

指提供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互联

网推送及其他互联网广告服务 

7251*互联网广告服务 

  
 1062     非互联网农林牧

渔业广告服务 

指提供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除互

联网广告以外的广告服务 

7259*其他广告服务 

 

107 1070 农林牧渔业产品包

装服务 

指有偿或按协议为客户提供农林

牧渔产品包装服务，包括水果、蔬

菜的清洗、分类、包装，肉类产品

的包装 

7292*包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