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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 

 

为规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证券期货市场统计管理办法》、《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制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以下

简称《指引》）。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 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同时废止。 

1．分类对象与适用范围 

  1.1《指引》以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为基本分类对象。 

  1.2 《指引》适用于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对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信息进行统计、评价、分析及其他相关工作。中国证监会另有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1.3 各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统计数据所涉

及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应符合《指引》的规定。 

1.4 市场机构基于投资分析目的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可参照《指引》规定的行业类别，但非强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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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类原则与方法 

  2.1 以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等财务数据为主要分类标准和依

据，所采用财务数据为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已公开披露的合

并报表数据。 

2.2 当上市公司某类业务的营业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 50%，

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行业。 

  2.3 当上市公司没有一类业务的营业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

50%，但某类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均在所有业务中最高，而且均占

到公司总收入和总利润的 30%以上（包含本数），则该公司归属

该业务对应的行业类别。 

2.4 不能按照上述分类方法确定行业归属的，由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专家委员会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判断公司行业归属；归

属不明确的，划为综合类。 

3. 编码方法 

  3.1 本《指引》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2011），

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大类两级。与此对应，门类代

码用一位拉丁字母表示，即用字母 A、B、C……依次代表不同

门类；大类代码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 01 开始按顺序依次

编码。 

  4.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4.1 中国证监会统筹指导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工作，负责制

定、修改和完善《指引》，对《指引》及相关制度进行解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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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4.2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负责按照《指引》组织对上市公司进

行行业分类，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并向证

券交易所、中证指数公司等相关机构通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

果。 

4.3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建立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专家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由有关部委、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和证

券经营机构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负责就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制

度的修订提出意见和建议；依据专业判断，确定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结果。 

5. 沟通反馈机制 

  5.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应当建立与上市公司的日常沟通机

制，就行业类别划分及变更情况征求上市公司意见；上市公司提

出不同意见的，应提请专家委员会讨论作出最终判断。 

6. 行业分类流程 

6.1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按季度进行。每年 3 月 20 日、6 月

10 日、9 月 20 日和 12 月 20 日为当季行业分类工作起始日；原

则上应于季度末完成当季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工作。 

6.2 行业分类包括初次分类和定期调整。 

6.2.1 初次分类是对新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依据公司《招

股说明书》进行。公司上市首日在每季度行业分类工作起始日（不

含当日）之前的，纳入当季行业分类；上市首日在行业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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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日至季末之间的，转入下一季度进行行业分类。 

6.2.2 定期调整是对已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的重新确认或

变更。原则上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每年依据上市公司年

报调整一次，纳入第二季度的行业分类工作；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的公司，依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纳入最近季度的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 

6.3 行业分类的初评、沟通、确认和结果公布。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在行业分类工作起始日当日召开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专家委员会会议，形成行业分类初评结果；从起始日

开始（不含当日），7 日内完成与上市公司沟通工作，并形成由

专家委员会确认的分类结果；从起始日开始（不含当日）第 8 日

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最终结果报送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于每季度末公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遇节假日或重大事项，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工作进程可相应后

延。 

7. 分类结构与代码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门类 大类 

A  农、林、牧、渔业   本门类包括 01～05 大类 

 01 农业   指对各种农作物的种植 

 02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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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4 

05 

畜牧业 

 

渔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指为了获得各种畜禽产品而

从事的动物饲养、捕捉活动 

  

  

B 

 

采矿业   本门类包括 06～12 大类，采

矿业指对固体（如煤和矿物）、

液体（如原油）或气体（如天

然气）等自然产生的矿物的采

掘；包括地下或地上采掘、矿

井的运行，以及一般在矿址或

矿址附近从事的旨在加工原材

料的所有辅助性工作，例如碾

磨、选矿和处理，均属本类活

动；还包括使原料得以销售所

需的准备工作；不包括水的蓄

集、净化和分配，以及地质勘

查、建筑工程活动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指对各种煤炭的开采、洗选、

分级等生产活动；不包括煤制

品的生产和煤炭勘探活动                                                            

 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指在陆地或海洋，对天然原

油、液态或气态天然气的开采，

对煤矿瓦斯气（煤层气）的开采；

为运输目的所进行的天然气液

化和从天然气田气体中生产液

化烃的活动，还包括对含沥青的

页岩或油母页岩矿的开采，以及

对焦油沙矿进行的同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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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指对常用有色金属矿、贵金

属矿，以及稀有稀土金属矿的

开采、选矿活动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1 开采辅助活动   指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

矿物开采提供的服务 

 12 其他采矿业   

C  制造业   本门类包括 13～43 大类，指

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后成为

新的产品，不论是动力机械制

造，还是手工制作；也不论产

品是批发销售，还是零售，均

视为制造 

  建筑物中的各种制成品、零部

件的生产应视为制造，但在建筑

预制品工地，把主要部件组装成

桥梁、仓库设备、铁路与高架公

路、升降机与电梯、管道设备、

喷水设备、暖气设备、通风设备

与空调设备，照明与安装电线等

组装活动，以及建筑物的装置，

均列为建筑活动 

  本门类包括机电产品的再制

造，指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

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

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再制造

的产品达到与原有新产品相同

的质量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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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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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食品制造业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 烟草制品业    

 17 纺织业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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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

乐用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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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

料加工业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27 医药制造业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  

  

 33 金属制品业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 汽车制造业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41 其他制造业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指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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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

修理业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本门类包括 44～46 大类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  建筑业   本门类包括 47～50 大类  

 47 房屋建筑业   

 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指土木工程主体的施工活

动；不包括施工前的工程准备

活动 

 49 建筑安装业   指建筑物主体工程竣工后，

建筑物内各种设备的安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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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F  批发和零售业   本门类包括 51 和 52 大类，

指商品在流通环节中的批发活

动和零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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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批发业   指向其他批发或零售单位

（含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企事

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批量销售

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活动，

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贸易经

纪与代理的活动，包括拥有货

物所有权，并以本单位(公司)

的名义进行交易活动,也包括不

拥有货物的所有权，收取佣金

的商品代理、商品代售活动；

本类还包括各类商品批发市场

中固定摊位的批发活动，以及

以销售为目的的收购活动 

 52 零售业   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

门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售

货摊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

（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以

互联网、邮政、电话、售货机

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括在

同一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

面销售的店铺（如面包房）；

谷物、种子、饲料、牲畜、矿

产品、生产用原料、化工原料、

农用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乘

用车、计算机及通信设备除外）

等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

活动；多数零售商对其销售的

货物拥有所有权，但有些则是

充当委托人的代理人，进行委

托销售或以收取佣金的方式进

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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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本门类包括 53～60 大类 

 53 铁路运输业   指铁路客运、货运及相关的

调度、信号、机车、车辆、检

修、工务等活动；不包括铁路

系统所属的机车、车辆及信号

通信设备的制造厂（公司）、

建筑工程公司、商店、学校、

科研所、医院等活动 

 54 道路运输业   

 55 水上运输业   

 56 航空运输业    

 57 管道运输业    

 58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59 仓储业    指专门从事货物仓储、货物

运输中转仓储，以及以仓储为

主的货物送配活动，还包括以

仓储为目的的收购活动 

 60 邮政业   

H  住宿和餐饮业   本门类包括 61 和 62 大类 

 61 住宿业   指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

所的活动，有些单位只提供住

宿，也有些单位提供住宿、饮

食、商务、娱乐一体的服务，

本类不包括主要按月或按年长

期出租房屋住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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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餐饮业   指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

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

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

的服务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本门类包括 63～65 大类 

 6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 

  

 6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指对信息传输、信息制作、

信息提供和信息接收过程中产

生的技术问题或技术需求所提

供的服务  

J  金融业   本门类包括 66～69 大类 

 66 货币金融服务   

 67 资本市场服务   

 68 保险业   

 69 其他金融业   

K  房地产业   本门类包括 70 大类 

 70 房地产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本门类包括 71 和 72 大类 

 71 租赁业   

 72 商务服务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本门类包括 73～75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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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指为了增加知识（包括有关

自然、工程、人类、文化和社

会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

识创造新的应用，所进行的系

统的、创造性的活动；该活动

仅限于对新发现、新理论的研

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的研制研究与试验发展，包括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

展 

 74 专业技术服务业   

 7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本门类包括 76～78 大类 

 76 水利管理业   

 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8 公共设施管理业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本门类包括 79～81 大类 

 79 居民服务业   

 80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

用产品修理业 

  

 81 其他服务业   

P  教育   本门类包括 82 大类 

 82 教育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本门类包括 83 和 84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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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卫生   

 84 社会工作   指提供慈善、救助、福利、

护理、帮助等社会工作的活动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本门类包括 85～89 大类 

 85 新闻和出版业   

 86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

视录音制作业 

  指对广播、电视、电影、影

视录音内容的制作、编导、主

持、播出、放映等活动；不包

括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和接收

活动 

 87 文化艺术业   

 88 体育   

 89 娱乐业   

S  综合   本门类包括 90 大类 

 90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