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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文件海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海 南 省 统 计 局

琼工信运行〔2021〕88号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海南省统计局关于印发海南省高新技术

产业统计分类目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

洋浦管委会经济发展局：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Ο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更好地服务海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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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区（港）建设，全面、深入、准确地反映我省高新技术产

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运行发展状况，发挥统计工作对加快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的动态监测作用，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

策、进行宏观管理提供依据。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制度，结

合我省实际，在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省工信厅、省

科技厅、省统计局联合研究制定《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

目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附件：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试行）

海南省工业与信息化厅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海南省统计局

2021年4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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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高新技术产业专班成员单位、省直相关部门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1年4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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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
（试行）

一、数字经济产业注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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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专业化学产品制造

（文化用信息化学品

制造）

指电影、照相、医用、幻灯及投影用感光材料、冲洗套药，磁、

光记录材料，光纤维通讯用辅助材料及其专用化学制剂的制造。

347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
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制造。

349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 工业机器人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

356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

设备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其他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358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制造（医疗诊断、监

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指用于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等医疗专用诊断、监护、治

疗等方面的设备制造。

381
电机制造（微特电机

及组件制造）
指微型特种电机、减速器及零组件的制造。

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

造

电容器及配套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

注：“数字经济产业”是指《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明确的行业范围。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正在研究制定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相关标准和统计制度，待国家标准和制度发布后，若本制度中的“数字经济产业”与国家统

计制度重名且内涵不一致，再行修改本分类目录“数字经济产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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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

电工器材制造
电线、电缆制造；光纤制造；光缆制造。

384 电池制造
锂离子电池制造、镍氢电池制造、铅蓄电池制造、锌锰电池制

造、其他电池制造。

387 照明器具制造 电光源制造、智能照明器具制造。

389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电气信号设备

装置制造）

指交通运输工具（如机动车、船舶、铁道车辆等）专用信号装

置及各种电气音响或视觉报警、警告、指示装置的制造，以及

其他电气声像信号装置的制造。

391 计算机制造

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其他计算机

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

392 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393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制造、

广播电视专业配件制造、专业音响设备制造、应用电视设备及

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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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 电视机制造、音响设备制造、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396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

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电子信息

制造、智能制造）。

397 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显

示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其他电

子器件制造（电子信息制造）。

398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电子电路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

造、电声器件及零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其他电子元件

制造（电子信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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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信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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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402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

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

表制造；地质勘察和地震专用仪器制造；教学专用仪器制造；

核子及核辐射测量仪器制造；电气测量仪器制造；其他专用仪

器制造。

519
其他批发业（互联网

批发）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商品批发活动。

529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

零售业（互联网零售）

指零售商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开展销售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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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 快递服务

指快递服务组织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的寄递服务。包括下

列快递服务活动：邮政企业提供的快递服务、快递企业提供的

寄递服务。

631 电信 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其他电信服务。

632 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无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633 卫星传输服务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其他卫星传输服务。

641 互联网接入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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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接入互联网的有关应用设施的服务（跨

境数字贸易）。

642 互联网信息服务
互联网搜索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数

字文创产业）。

643 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互联网科技创新

平台、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其他互联网平台。

644 互联网安全服务
指网络安全监控，以及网络服务质量、可信度和安全等评估测

评活动。

645 互联网数据服务
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处理、云存储、云计算、云加

工等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

649 其他互联网服务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互联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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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以外的其他未列明互联网服务。

651 软件开发 基础软件开发、支撑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其他软件开发。

652 集成电路设计 指IC技术服务，及企业开展的集成电路功能研发、设计等服务。

653
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

网技术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人工智能）。

654 运行维护服务
指基础环境运行维护、网络运行维护、软件运行维护、硬件运

行维护、其他运行维护。

655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

指供方向需方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整理、计算、编辑、

存储等加工处理服务，以及应用软件、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等租

用服务；包括在线企业资源规划（ERP）、在线杀毒、服务器

托管、虚拟主机等。

656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指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设、人员培训、管理体系建设、

技术支撑等方面向需方提供的管理或技术咨询评估服务；包括

信息化规划、信息技术管理咨询、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测试评

估、信息技术培训等。

657 数字内容服务
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动漫、游戏等内容服务；其他数字内容服

务（数字文创产业）。

659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业 呼叫中心、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区块链、信创产业）。

663
非货币银行服务（网

络借贷服务）

指依法成立，专门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的金融信息

中介公司，以及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

贷，个体包含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

691

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

（其他金融信托与管

理服务）

互联网信托、物联网信托、信息技术信托。

693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
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网络支付服

务。

694 金融信息服务
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

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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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综合管理服务（供应

链管理服务）

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的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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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广告业（互联网广告

服务）
指提供互联网推送及其他互联网广告服务。

727
安全保护服务（安全

系统监控服务）

包括下列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消防报警系统监控服务；治安报

警系统监控服务；交通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其他安全系统监控

服务。

744 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遥感测绘服务、其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749

工业与专业设计及其

他专业技术服务（工

业设计服务）

指独立于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和生产工艺设计。不包括工业产

品生产环境设计、产品传播设计、产品设计管理等活动。

751
技术推广服务（3D

打印技术推广服务）

包括下列三维（3D）打印技术推广服务活动，包括三维（3D）

打印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等。

862 出版业 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数字出版。

871 广播
指广播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其他相关活动，还包括互联网

广播。

872 电视
指有线和无线电视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其他相关活动，还

包括互联网电视。

873 影视节目制作

指电影、电视和录像（含以磁带、光盘为载体）节目的制作活

动，该节目可以作为电视、电影播出、放映，也可以作为出版、

销售的原版录像带（或光盘），还可以在其他场合宣传播放，

还包括影视节目的后期制作，但不包括电视台制作节目的活动。

874 广播电视集成播控
指IP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

服务的集成播控。

875
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

发行

包括下列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活动：国产影片发行服务；进口

影片发行服务；非电视台制作的电视节目发行服务；非电视台

制作的电视节目进出口服务；电影进出口交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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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 电影放映
指专业电影院以及设在娱乐场所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电影放

映等活动。

877 录音制作

指从事录音节目、音乐作品的制作活动，其节目或作品可以在

广播电台播放，也可以制作成出版、销售的原版录音带（磁带

或光盘），还可以在其他宣传场合播放，但不包括广播电台制

作节目的活动。

901 室内娱乐活动 电子游艺厅娱乐活动、网吧活动。

二、石油化工新材料

071 石油开采
陆地石油开采、海洋石油开采（油气勘探开发及后勤服务保障、

石油制品）。

072 天然气开采
陆地天然气开采、海洋天然气及可燃冰开采（油气勘探开发及

后勤服务保障、天然气化工产业链）。

11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

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相关的勘探活动；定向钻井和再钻、掘进、

井架的建设；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进行的排水和泵吸活动；与

石油或天然气开采相关的试钻（油气勘探开发及后勤服务保障、

石油制品、天然气化工产业链）。

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指从天然原油、人造原油中提炼液态或气态燃料以及石油制品

的生产活动

26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无机酸制造、无机碱制造、无机盐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其

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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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料制造、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工业颜料制造、工艺美术颜

料制造、染料制造、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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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合成材料制造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合成橡胶制造、合成纤维单（聚

合）体制造、其他合成材料制造(剔除全生物降解基材)

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专项化学用品制造、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环境污

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动物胶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

26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化妆品制造、口腔清洁用品制造、香料、

香精制造、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747 地质勘查

能源矿产地质勘察；固体矿产地质勘察；水、二氧化碳等矿产

地质勘察；基础地质勘察；地质勘察技术服务（油气勘探开发

及后勤服务保障、石油制品、天然气化工产业链）。

三、现代生物医药

27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指供进一步加工化学药品制剂、生物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生

产活动（高端化学药、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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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药）。

273 中药饮品加工

指对采集的天热或人工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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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

274 中成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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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药）。

275 兽用药品制造 只用于动物疾病防治医药的制造（原料药）。

276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生物药品制造、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生物制药）。

277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制造

指卫生材料、外科敷料以及其他内、外科用医药制品的制造（原

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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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制造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医疗实验室以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

具制造；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

设备制造；康复辅具制造；眼镜制造；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

造（医疗器械）。

731
自然科学研究和实验

发展

数学研究、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研究、力学研究、物理学研究、

天文学研究、化学研究、地球科学研究、生物学研究、其他自

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高端化学药、生物制药、现代中药、

原料药）。

732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

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测绘科学技术研究、材料科学研究、

生物科学研究、其他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高端化学药、

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

734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基础医学研究、药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预防医学、中医学

与中药学研究、其他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高端化学药、生物

制药、现代中药、原料药、医疗器械）。

四、深海产业

373 船舶及相关设置制造

金属船舶制造、非金属船舶制造、娱乐船和运动船制造、船用

配套设备制造、船舶改装、船舶拆除、海洋工程设备制造、航

标器材及其他相关装置制造（游艇设计与修造、海水利用及装

备、海洋装备示范应用、船舶保税维修）。

379
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

明运输设备制造
指潜水装置、水下作业、救捞装备的制造。

483 海洋工程建筑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筑、海洋能源开发利用工程建筑、

海底隧道工程建筑、海底设施铺设工程建筑、其他海洋工程建

筑（海水利用及装备）。

五、南繁产业

021 林木育种及育苗
林木育种、林木育苗（生物育种试验设备、育种育苗设备、南

繁种子生产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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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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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生

物育种试验设备、育种育苗设备、南繁种子生产智能化）。

733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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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育种试验设备、育种育苗设备、

南繁种子生产智能化）。

六、航天产业

3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

制造

飞机制造、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航天相关设备制造、航空

相关设备制造、其他航空航天器制造（多用途无人机、轻型航

空器总装及制造、小火箭研发和商业小卫星研制、卫星导航）。

396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

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多用途无

人机、卫星导航）。

434
航空、航舶、航天等

运输设备修理

铁路运输设备修理、船舶修理、航空航天器修理、其他运输设

备修理（飞机及航材维修定检）。

七、清洁能源产业

361 汽车整车制造 汽柴油车整车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整车制造）。

362 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汽车用汽油发动机；汽车用柴油发动机；新能源汽车用发动机；

专用发动机电控单元；汽车用汽油发动机零件、汽车用柴油发

动机零件；其他汽车用发动机（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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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

367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

机动车制动系统、机动车缓冲器及其零件、驱动桥总成、机动

车车轮总成、其他机动车（汽车）零配件（整车制造、核心零

部件）。

381 电机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电动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

其他电机制造（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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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

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自动驾驶

解决方案）。

441 电力生产

火力发电（指天然气发电）、热电联产、水力发电、核力发电、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其他电力生产（核能、

氢能、其他新能源）。

45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天然气生产和供应业、液化石油气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生产和

供应业（新能源装备制造）。

487 电力工程施工

火力发电工程施工、水力发电工程施工、核电工程施工、风能

发电工程施工、太阳能发电工程施工、其他电力工程施工（核

能、氢能、其他新能源）。

八、节能环保产业

254 生物质燃料加工
指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和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加工（不包括木

炭、竹炭加工）。

265 合成材料制造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合成橡胶制造、合成纤维单（聚

合）体制造（全生物降解塑料基材、全生物降解塑料袋及餐具、

全生物降解地膜等一次性农业投入品）。

292 塑料制品业

塑料薄膜制造；塑料板、管、型材制造；塑料丝、绳及编织品

制造；泡沫塑料制造；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塑料包装箱

及容器制造；日用塑料制品制造；人造草坪制造；塑料零件及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全生物降解塑料基材、全生物降解塑料袋

及餐具、全生物降解地膜等一次性农业投入品）。

301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

造
水泥制造、石灰和石膏制造（绿色环保水泥及混凝土）。

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

似制品制造

水泥制品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石棉水泥制造、轻质建筑材

料制造、其他水泥类制造（绿色环保水泥及混凝土）。

303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

料制造

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用石加工、防水建筑材料制造、

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其他建筑材料制造（绿色环保水泥及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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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新型建材、装配式建筑）。

304 玻璃制造 平板玻璃制造、特种玻璃制造、其他玻璃制造（新型功能玻璃）。

305 玻璃制品制造

技术玻璃品制造、光学玻璃品制造、玻璃仪器制造、日用玻璃

制品制造、玻璃包装容器制造、制镜及类似品加工、其他玻璃

制品制造（新型功能玻璃）。

306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新型功能

玻璃）。

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金属结构制造，是指铁、钢或铝等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金属

构件、金属构件零件、建筑用钢制品及类似品的生产活动，这

些制品可以运输，并便于装配、安装或竖立。

421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

处理

指从各种废料（包括物体废料废水（液）、废气等）中回收，

并使之便与转化为新的原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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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高端食品加工产业

131 谷物磨制
稻谷加工、小麦加工、玉米加工、杂粮加工、其他谷物磨制（食

品中间制品精深加工）。

132 饲料加工 宠物饲料加工、其他饲料加工

133 植物油加工 食用植物油加工、非食用植物油加工（食品中间制品精深加工）。

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
牲畜屠宰、禽类屠宰、肉制品加工及副产品加工（食品中间制

品精深加工）。

136 水产品加工

水产品冷冻加工、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鱼油提取及

制品制造、其他水产品加工（食品中间制品精深加工、特色食

品）。

137
蔬类、菌类、水果和

坚果加工
蔬菜加工、食用菌加工、水果和坚果加工（特色食品）。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豆制品制造、蛋品加工、其他未列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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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食品加工（食品中间制品精深加工）。

141 焙烤食品制造 糕点、面包制造、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

142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

制造
糖果、巧克力制造、蜜饯制作

143 方便食品制造
米、面制品制造、速冻食品制造、方便面制造、其他方便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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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精制造；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其他调味品、发酵品

制造（调味制品）。

149 其他食品制造

营养食品制造、保健食品制造、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盐加

工、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其他未列明食品制造（宠物食品、

保健（功能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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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饮料制造、瓶（罐）装饮用水制造、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

制造、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固体饮料制造、茶饮料

及其他饮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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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

243
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

制造

雕塑工艺品制造；金属工艺品制造；漆器工艺品制造；花画工

艺品制造；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制造；抽纱刺绣工艺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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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毯、挂毯制造；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其他工艺美

术及礼仪用品制造（珠宝首饰加工）。

244 体育用品制造
球类制造、专项运动器材及配件制造、健身器材制造、运动防

护用具制造、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51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

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图书批发；报刊批发；

音像制品、电子和数字出版物批发；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

发；乐器批发；其他文化用品批发（旅游用品、运动用具）。

其他高新技术产业 指其他未列明的高新技术产业，由相关职能部门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