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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映经济活动的行业结构特征，服务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需求，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依据经济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制定中证行业

分类标准。 

一、中证行业分类结构与代码 

中证行业分类标准划分为四个级别，分别为一级行业分类、二级

行业分类、三级行业分类和四级行业分类。目前共有 11 个一级行业、

35 个二级行业、98 个三级行业和 260 个四级行业。具体中证行业分

类结构与代码请参见附表。 

二、中证行业分类划分方法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公告中不同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分类主要分类依据，如果仅公司营业收入无法确定行业分类，将同时

考察营业收入与利润状况。上市公司行业划分原则如下： 

（1）如果公司某项业务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50%以上，原则

上该公司归属该项业务对应的行业； 

（2）如果公司没有一项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50%以上，但某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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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该公司归属该项业务对应的行业； 

（3）如果公司没有一项业务的收入和利润占到 30%以上，则由

专家组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确定行业归属。 

三、中证行业分类结果审核 

（1）年度审核 

为及时反映公司行业变动，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每年定期审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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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 月，依据上一年年报以及最新公司经营情况，参照上述划分方

法重新审核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审核结果于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

期五的下一个交易日正式生效。 

（2）新上市公司 

在新上市公司上市前，根据招股说明书相关情况，参照上述划分

原则对新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审核。审核结果于新上市公司上市首

日正式生效。 

（3）特殊公司事件 

当上市公司有合并、拆分、重组等特殊公司事件发生，以致影响

其行业分类时，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根据相应公告对其行业分类进行

临时评估与调整。 

投资者可通过中证指数公司网站和授权数据商终端获得最新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表。 

四、中证行业分类结构和划分方法审阅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原则上对中证行业分类结构和划分方法每年

进行一次定期审阅，以确保其分类结构和划分方法能够持续有效地反

映证券市场结构与满足投资管理需求。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也可根据业

务实际需要，对分类结构和划分方法进行不定期审阅。 

如审阅后发现分类结构和划分方法存在需要修订的情形，参照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指数规则修订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评审。 

涉及重大调整的，包括但不限于一级、二级行业分类体系的变化，

修订提案应事先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向市场征求意见，征

询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一个月。征求范围应与行业分类结构和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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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实际影响相适应。 

中证行业分类修订须在正式实施前于公司官网进行公告，公告内

容包括修订的背景、内容及实施时间表，一般应在正式实施前至少一

个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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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证行业分类结构与代码 

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10 能源 1010 能源 101010 
油气开采与

油田服务 
10101010 油气开采 

承包钻井服务的公司、钻机及钻井设备的制造商，以

及向那些涉及石油与天然气井的钻探、评估和完井的

公司提供用品和服务的公司。 

            10101020 油田服务 
为油田的生产活动提供产品及技术服务的公司，不包

括归类于“油气开采”子行业的钻井相关公司。 

        101020 
石油与天然

气 
10102010 

综合性石油与

天然气企业 

从事石油及天然气勘探与生产，并且至少在以下某一

领域有大量业务：炼制、营销、运输或者石油化工的

综合性石油公司。 

            10102020 燃油炼制 从事石油生产、炼制及销售相关产品的公司。 

            10102030 天然气加工 从事天然气生产、加工及销售相关产品的公司。 

            10102040 
油气流通及其

他 

从事石油、天然气和/或炼制产品储存和运输的公司。

包括石油和炼制产品管道公司、煤泥管道公司以及石

油与天然气运输公司。 

        101030 煤炭 10103010 煤炭 主要从事生产与开采煤以及相关产品。 

            10103020 焦炭 主要从事生产炼焦煤、焦炭以及相关产品。 

15 原材料 1510 化工 151010 农用化工 15101010 氮肥 主要从事生产含氮化肥的公司。 

            15101020 钾肥 主要从事生产含钾化肥的公司。 

            15101030 复合肥 主要从事生产含多种营养元素化肥的公司。 

            15101040 农药 主要从事生产农用杀虫剂的公司。 

            15101050 磷肥及磷化工 主要从事生产含磷化肥及其他磷化物的公司。 

        151020 化学纤维 15102010 锦纶与涤纶 主要从事生产锦纶和涤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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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15102020 粘胶 主要从事生产粘胶纤维的公司。 

            15102030 
氨纶及其他化

纤 
主要从事生产氨纶及其他化学纤维的公司。 

        151030 化学原料 15103010 纯碱 主要从事生产纯碱及相关原料的公司。 

            15103020 氯碱 主要从事生产氯碱及相关原料的公司。 

            15103030 无机盐 主要从事生产无机盐及相关原料的公司。 

            15103040 钛白粉 主要从事生产钛白粉的公司。 

            15103050 其他化学原料 主要从事生产其他化学原料的公司。 

        151040 化学制品 15104010 民爆制品 
主要从事生产民用爆破器材的公司，包含民用炸药、

雷管及类似的火工产品。 

            15104020 涂料油墨 主要从事生产涂料和油漆的公司。 

            15104030 印染化学品 主要从事生产印染化学制品的公司。 

            15104040 氟化工 主要从事生产氟化物的公司。 

            15104050 有机硅 主要从事生产有机硅化合物的公司。 

            15104060 聚氨酯 主要从事生产聚氨酯的公司。 

            15104070 胶黏剂及胶带 主要从事生产胶黏剂及胶带的公司。 

            15104080 其他化学制品 
主要从事生产其他化学制品（未归类于别处）的公

司。 

        151050 塑料 15105010 改性塑料 主要从事生产改性塑料的公司。 

            15105020 合成树脂 主要从事生产合成树脂的公司。 

            15105030 膜材料 主要从事生产各类膜材料的公司。 

            15105040 其他塑料制品 
主要从事生产其他塑料制品（未归类于别处）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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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151060 橡胶 15106010 橡胶助剂 主要从事生产橡胶助剂的公司，包含炭黑。 

            15106020 橡胶制品 
主要从事生产橡胶化学制品的公司，不包括生产轮胎

的公司。 

    1520 
有色

金属 
152010 工业金属 15201010 铜 

铜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加工铜矿的公

司 

            15201020 铝 

铝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加工铝土矿的

公司，但不包括归类于“建筑产品”子行业中那些主

要从事生产铝建筑材料的公司。 

            15201030 铅锌 
铅、锌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加工铅锌

矿的公司。 

            15201040 钴镍 
钴、镍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加工钴镍

矿的公司。 

        152020 贵金属 15202010 黄金 

黄金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者加工黄金

的公司，但不包括归类于“珠宝与奢侈品”子行业中

贵金属加工公司。 

            15202020 其他贵金属 

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

采或者加工白银、铂金等贵金属的公司，但不包括归

类于“珠宝与奢侈品”子行业中贵金属加工公司。 

        152030 稀有金属 15203010 稀土金属 

主要从事稀土金属的生产与加工公司，包含镧系金属

及与镧系金属性质相近的金属，包括那些磁性材料的

生产商。 

            15203020 钨钼 
钨、钼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加工钨钼

矿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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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15203030 锂 
锂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加工锂矿的公

司。 

            15203040 其他稀有金属 
主要从事其他稀有金属（未归类于别处）的生产与加

工公司。 

        152040 
其他有色金

属及合金 
15204010 钛 

钛及相关产品生产商，包括那些开采或加工钛矿的公

司，不包括生产钛白粉的公司。 

            15204020 
其他有色金属

及合金 

主要从事汞等其他有色金属（未归类于别处）的生产

与加工公司。 

    1530 钢铁 153010 钢铁 15301010 普钢 普通钢材及相关产品生产商。 

            15301020 特钢 特殊钢材及相关产品生产商。 

            15301030 其他钢铁 
铁矿石、炼钢辅料及管材等其他钢铁材料（未归类于

别处）生产商。 

    1540 

非金

属材

料 

154010 建筑材料 15401010 水泥与混凝土 
主要从事生产水泥与混凝土相关产品的公司，包括生

产沥青的公司。 

            15401020 玻璃 主要从事生产建筑玻璃的公司。 

        154020 
其他非金属

材料 
15402010 玻璃纤维 主要从事生产玻璃纤维的公司。 

            15402020 
其他非金属材

料 

主要从事生产碳素制品等其他非金属材料的公司，不

包括那些归类于“建筑产品”子行业中专门制造装饰

石材的公司。 

    1550 

造纸

与包

装 

155010 容器与包装 15501010 
金属、玻璃与

塑料包装 

金属、玻璃、塑料或者其他非纸材料的包装容器（包

括塞子和盖子）制造商，不包括“医疗耗材”子行业

中生产药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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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15501020 纸材料包装 包装用纸和纸板容器制造商。 

        155020 
纸类与林业

产品 
15502010 林业产品 木材及相关木材制品（包括建筑木材）制造商。 

            15502020 纸制品 
各类等级印刷纸张的制造商。不包括那些归类于“纸

材料包装”子行业中专门从事纸制包装的公司。 

20 工业 2010 

航空

航天

与国

防 

201010 航空航天 20101010 航空 
民用或军用航空装备、零部件、产品及服务的供应

商。 

            20101020 航天 
民用或军用航天装备、零部件、产品及服务的供应

商。 

        201020 国防装备 20102010 国防装备 
国防装备、零部件或产品（未归类于“航空”、“航

天”子行业）的制造商。 

    2020 
建筑

装饰 
202010 建筑与工程 20201010 房屋建设 指房屋工程主体的施工活动。 

            20201020 基础设施建设 指基础设施工程主体的施工活动。 

            20201030 园林工程 指园林工程主体的施工及前期勘察设计活动。 

            20201040 专业工程 
指化学工程等专业工程主体的施工活动，以及钢制建

筑结构的制造商。 

            20201050 
建筑设计及服

务 

指提供建筑规划、咨询、设计、监理等专业服务的公

司。 

        202020 建筑装修 20202010 建筑装修 
指对建筑工程后期的装饰、装修和清理活动，包括提

供室内改造与装修服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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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202030 建筑产品 20203010 建筑产品 

制造建筑组件、家庭装潢用品及设备的公司。不包括

归类于“林业产品”子行业中的木材和胶合板以及归

类于“建筑材料”子行业中的材料。 

    2030 
电力

设备 
203010 发电设备 20301010 光伏设备 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部件的制造商。 

            20301020 风电设备 风能发电设备及部件的制造商。 

            20301030 其他发电设备 

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原子能发电等其他发电设备及

部件的制造商。不包括归类于“固废处理”行业的垃

圾焚烧发电设备。 

        203020 电网设备 20302010 电网自动化 生产电气仪表与电网自动化设备及部件的公司。 

            20302020 输变电设备 
生产电力传输所需设备及部件的公司。不包括归类于

“线缆及其他”子行业的线缆和输电钢塔。 

            20302030 配电设备 生产配电设备及部件的公司。 

            20302040 线缆及其他 生产线缆与其他电网设备及部件的公司。 

        203030 储能设备 20303010 电池 生产电池的公司。 

            20303020 
电池部件及材

料 
生产电池制造所需材料与部件的公司。 

            20303030 其他储能设备 
生产工业电源及其他储能设备（如应急电源）的公

司。 

    2040 
机械

制造 
204010 通用机械 20401010 加工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加工各类材料（如金属、木材、玻

璃、塑料）的机械设备，但不包括归类于“磨具磨

料”子行业中专门生产磨具磨料的公司与归类于“电

动机与工控自动化”子行业中专门生产数控机床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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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20401020 动力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机械动能生产与传递的机械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齿轮、减速器、锅炉、燃机以及轴承。 

            20401030 气液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气液传输、控制、压力、动力的机

械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气体压缩机、阀门旋塞、泵以

及液（气）压机械。 

            20401040 
电动机与工控

自动化 
主要从事制造电动机械与工业控制自动化设备。 

            20401050 仪器仪表 

主要从事制造用以检出、测量、观察、计算各种物理

量、物质成分、物性参数等的仪器仪表的公司。不包

括归类于“电网自动化”子行业的电气仪表制造商。 

            20401060 磨具磨料 主要从事制造磨料产品和磨具产品。 

            20401070 其他通用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其他用途广泛的机械零部件（未列入其

他行业）。包括但不限于密封件、紧固件以及弹簧。 

        204020 专用机械 20402010 工程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工程施工活动的机械设备。不包括

归类于“商用车”行业的重型卡车。 

            20402020 采矿冶金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采矿、冶金生产活动的机械设备。 

            20402030 化工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化工生产活动的机械设备。 

            20402040 印刷包装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印刷包装生产活动的机械设备，包

括造纸专用机械的制造商。 

            20402050 纺织服装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纺织服装生产活动的机械设备。 

            20402060 农业机械 

指在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过程中，以及

农、畜产品初加工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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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20402070 楼宇设备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楼宇的机械设备，包含电梯、风机

等产品。 

            20402080 其他专用机械 
主要从事制造专用于电子、电池、汽车等特定行业生

产活动的机械设备（未列入其他行业）。 

        204030 
交通运输设

备 
20403010 城轨铁路 主要从事制造与城市轨道、铁路相关的机械设备。 

            20403020 
船舶及其他航

运设备 
主要从事制造船舶等航运相关的机械设备。 

            20403030 商用车 
主要从事制造与商用车相关的机械设备，包括重型卡

车、商用货车、商用客车等产品。 

        204040 
工业集团企

业 
20404010 工业集团企业 

同时在三个或更多经济领域内经营，但没有单个业务

贡献一半以上收入的各种工业企业。企业所持有的股

权主要是控股性质，并且股东乐于参与子公司的经

营。 

    2050 环保 205010 污染治理 20501010 固废处理 

提供用于固体废物处理的设备、产品及服务的公司。

包含垃圾焚烧发电设备及相关服务，但不包括归类于

“节能与资源回收”行业的公司。 

            20501020 污水处理 
提供用于水污染防治的设备、产品及服务的公司。不

包括“水务”行业下的污水治理公司。 

            20501030 烟气治理 提供用于大气污染防治的设备、产品及服务的公司。 

        205020 
节能与生态

修复 
20502010 

节能与资源回

收 

提供废弃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公

司，包括主要从事废弃金属回收生产的公司。 

            20502020 环境监测 提供环境监测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公司。 

            20502030 生态修复 提供生态修复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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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 

商业

服务

与用

品 

206010 
商业服务与

用品 
20601010 商业印刷 

提供商业印刷服务的公司，包括那些主要服务于传媒

业的印刷公司。 

            20601020 市场服务 
主要从事对专业批发等市场进行投资、开发、建设、

经营和管理的公司。 

            20601030 
办公服务与用

品 

提供办公服务的公司以及制造办公用品和设备（未归

类于别处）的公司。 

            20601040 贸易商 各类大宗商品贸易公司以及设备和产品的经销商。 

            20601050 
其他商业服务

与用品 

主要向企业和政府提供商业、工业和专业服务（未归

类于别处）的公司。这些服务包括会展服务、商业清

洁服务、咨询服务、设备维修服务、安全与报警服务

以及统一租赁服务。 

    2070 
交通

运输 
207010 运输业 20701010 快递 主要从事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寄递服务的公司。 

            20701020 物流综合 

从事货物流通服务的公司，包括供应链管理公司，但

不包括归类于“快递”、“航空运输”、“航运”、

“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子行业的公司。 

            20701030 航空运输 提供航空客运或者货运服务的公司。 

            20701040 航运 提供水上客运和货运服务及相关辅助服务的公司。 

            20701050 铁路运输 
主要提供铁路客运和货运服务及相关辅助服务的公

司。 

            20701060 公路运输 
主要提供公路客运和货运服务及相关辅助服务的公

司，包括出租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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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1070 公共交通 
指从事城市范围内定线运营的公共汽车及轨道交通、

渡轮、索道等交通业务的公司。 

        207020 
交通基本设

施 
20702010 机场 机场经营商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司。 

            20702020 港口 港口的业主和经营商。 

            20702030 铁路 铁路的业主和经营商。 

            20702040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的业主和经营商。 

25 可选消费 2510 

乘用

车及

零部

件 

251010 
汽车零部件

与轮胎 
25101010 汽车系统部件 

生产汽车零部件中发动、传动、制动、转向、行驶、

冷却等系统相关产品的制造商。 

            25101020 
汽车内饰与外

饰 
生产汽车零部件中内饰与外饰的制造商。 

            25101030 汽车电子 生产汽车零部件中汽车电子相关产品的制造商。 

            25101040 轮胎 生产汽车轮胎的制造商。 

            25101050 
其他汽车零部

件 

生产轮毂等其他汽车零部件（未归类于别处）的制造

商。 

        251020 乘用车 25102010 乘用车 

主要生产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的

汽车。不包括归类于“摩托车及其他”子行业中那些

主要生产摩托车及电瓶车的公司，也不包括那些归类

于“农业机械”、“商用车”子行业中专门生产拖拉

机和商用客运车辆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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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30 
摩托车及其

他 
25103010 摩托车及其他 

生产摩托车、电瓶车等其他个人交通设备的公司，不

包括归类于“休闲设备与用品”子行业中专门生产自

行车的公司。 

        251040 
汽车经销商

与汽车服务 
25104010 汽车经销商 

汽车经销商，包括汽车整车销售商与汽车零部件销售

商。 

            25104020 汽车服务 
汽车维修以及护理服务提供商、汽车租赁服务提供

商，也包括加油站以及其他汽车服务提供商。 

    2520 

耐用

消费

品 

252010 家用电器 25201010 白色家电 

主要从事制造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用于替代人力家

务劳动或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家用电器，不包括归类

于“小家电”子行业中的公司。 

            25201020 黑色家电 

主要从事制造电视机、音响、音箱等能够提供娱乐的

家用电器。不包括归类于“消费电子终端”子行业中

生产耳机、可穿戴设备的公司。 

            25201030 小家电 
主要从事制造功率和体积相对较小的家电，包括豆浆

机、投影仪、电动牙刷、扫地机器人等产品。 

            25201040 照明电器 主要从事制造各种家用照明灯具。 

            25201050 厨卫电器 
主要从事制造用于厨房和浴室的大型家电。不包括归

类于“小家电”子行业中的公司。 

            25201060 
家电零部件及

其他 

主要从事制造家电零部件及其他家电的公司（未列入

其他行业）。 

        252020 家居 25202010 家具 
主要从事制造具有坐卧、凭倚、贮藏、间隔等功能的

家具，包括沙发、柜子、桌椅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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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2020 其他家居 
主要从事制造家具以外的家居产品，包括家用五金、

餐厨用具、家居装饰品、园艺用具等产品。 

        252030 
休闲设备与

用品 
25203010 

休闲设备与用

品 

休闲设备与用品的制造商，包括体育用品、健身器

材、自行车、乐器和玩具等产品。 

    2530 

纺织

服装

与珠

宝 

253010 纺织服装 25301010 纺织品 
纺织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商，如棉纺、毛纺、印染织物

等（未列入其他行业）。 

            25301020 服装 
服装制造商，不包括归类于“鞋帽与配饰”子行业中

的公司。 

            25301030 鞋帽与配饰 

主要生产鞋类、帽类、箱包、服装配饰等与服装相搭

配的配件。不包括归类于“珠宝与奢侈品”子行业的

公司。 

            25301040 家用纺织 
主要从事制造家用纺织品，如床上用品、窗帘、地毯

等。 

        253020 
珠宝与奢侈

品 
25302010 珠宝与奢侈品 

主要生产名设计师手提包、皮夹、行李箱、珠宝和手

表等贵重商品的公司。 

    2540 

消费

者服

务 

254010 休闲服务 25401010 景点 
主要从事对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以及提供

景区相关服务的公司。 

            25401020 旅游服务 

从事旅行社、旅行团运营商以及相关的服务的公司。

包含在线旅游代理商。不包括归类于“旅游零售”子

行业中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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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01030 酒店 
酒店的业主和运营商。不包括归类于“博彩”子行业

中的赌场酒店。 

            25401040 餐饮服务 

餐馆、酒吧、快餐或者外卖服务设施的业主和运营

商。包括提供外勤饮食供应服务的公司。不包括归类

于“本地生活服务”子行业中的公司。 

            25401050 本地生活服务 
主要提供餐饮、生活服务、休闲娱乐等商家服务信息

聚合服务的平台型公司。 

            25401060 博彩 从事博彩业务的公司。 

            25401070 其他休闲服务 

体育与游乐设施的业主和运营商和其他休闲服务提供

商，包括体育运动中心、健身中心、体育场、高尔夫

球场、游乐园设施、赛事运营等。 

        254020 教育服务 25402010 学历教育 提供学历教育的公司。 

            25402020 
培训教育及其

他 

提供培训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的公司。包括学前教

育、职业教育、课外培训、教育咨询及运营服务等。 

        254030 
其他消费者

服务 
25403010 

其他消费者服

务 

未归类于别处的提供消费者服务的公司。 包括家居服

务、宠物医疗服务、家庭安全、法律服务、个人服

务、消费者拍卖以及婚葬服务等。 

    2550 
零售

业 
255010 一般零售 25501010 百货商店 百货商店的业主和运营商。 

            25501020 超市与便利店 超市、大卖场以及出售食品和各类消费品的便利店。 

        255020 专营零售 25502010 专营零售 
专门经营某一大类商品（如家用电器、家具等）为主

的专业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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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30 旅游零售 25503010 旅游零售 

通过旅游分销渠道(如机场免税店、航空公司、渡轮、

邮轮、铁路、市区免税店等)内的商店进行商品交易的

零售商。 

        255040 互联网零售 25504010 互联网零售 通过互联网提供零售服务的公司（未归类于别处）。 

30 主要消费 3010 

食

品、

饮料

与烟

草 

301010 酒 30101010 白酒 生产白酒的公司。 

            30101020 啤酒 生产啤酒和麦芽酒的公司。 

            30101030 黄酒 生产黄酒的公司。 

            30101040 葡萄酒及其他 生产葡萄酒以及其他酒精饮料的公司。 

        301020 软饮料 30102010 软饮料 
生产包含矿泉水在内的不含酒精饮料的公司。不包括

归类于“乳制品”子行业中的液体乳生产商。 

        301030 食品 30103010 肉制品 生产肉类、禽类和鱼类包装食品的公司。 

            30103020 
调味品与食用

油 

生产调味品、食用油的公司，包含火锅调料等复合调

味料的制造商。 

            30103030 乳制品 生产乳制品的公司，包含牛奶及酸奶、固态乳制品。 

            30103040 休闲食品 
生产休闲食品的公司，包括膨化食品、巧克力与糖

果、卤制品、饼干糕点、坚果炒货等产品。 

            30103050 其他食品 
生产未归类于别处的其他食品的公司，包含速冻食

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等产品。 

        301040 烟草 30104010 烟草 香烟及其他烟草产品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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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 
农牧

渔 
302010 种植 30201010 农产品 

从事各种农作物种植及加工活动的公司。不包括归类

于“饲料”、“调味品与食用油”子行业中的公司。 

            30201020 种业 生产农作物种子的公司。 

        302020 养殖 30202010 饲料 
生产动物饲养活动所需饲料及添加剂的公司。不包括

归类于“家庭用品”子行业中的宠物食品生产商。 

            30202020 
动物保健与育

种 

提供动物饲养活动所需保健与育种用品及服务的公

司，包含动物疫苗、兽药、育种服务等。不包括归类

于“其他消费者服务”子行业中的宠物医院。 

            30202030 畜牧产品 为了获得各种畜禽产品而从事动物饲养活动的公司。 

            30202040 渔业产品 从事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养殖捕捞和加工活动的公司。 

    3030 

家庭

与个

人用

品 

303010 家庭用品 30301010 家庭用品 
生产洗涤剂、肥皂、宠物食品以及卫生巾、纸尿裤等

卫生纸品在内的家庭非耐用消费品的公司。 

        303020 美容护理 30302010 美容护理 
生产包括化妆品、护肤品、香水、假发等在内的美容

护理用品的公司。 

35 医药卫生 3510 医疗 351010 医疗器械 35101010 医疗设备 

生产医疗设备的公司。包括监护设备、手术设备、康

复设备、诊断仪器等医院设备；也包括血压仪、体温

计、血糖仪和轮椅等家用设备。 

            35101020 医疗耗材 

生产医疗耗材的公司。包括心脏支架、医美用品、眼

科骨科耗材、透析产品、医用手套、口罩、注射器、

采血针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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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1030 体外诊断 

生产体外诊断设备及配套试剂的公司，包括在疾病的

预测、预防、诊断、治疗监测、预后观察和健康状态

评价的过程中，用于人体样本体外检测的试剂、试剂

盒、校准品、质控品等产品，也包括提供基因检测相

关服务的公司。 

        351020 
医疗商业与

服务 
35102010 医疗服务 

提供病人保健护理服务（未归类于别处）的公司。包

括医院、疗养院、康复中心、以及透析中心和药房管

理服务。 

            35102020 医药商业 药品与医疗用品的经销商和批发商。 

    3520 医药 352010 生物药品 35201010 血液制品 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血液制品的公司。 

            35201020 疫苗 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各类疫苗的公司。 

            35201030 其他生物药品 

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其他生物药品（如

多肽类、蛋白类、酶类药物）的公司，包括生物药原

辅料的制造商。 

        352020 化学药 35202010 原料药 
指供进一步加工化学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生产的公

司，包括药品辅料的制造商。 

            35202020 药品制剂 
主要从事生产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的化学药品制剂

的公司。 

        352030 中药 35203010 中药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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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5203020 中成药 
主要从事生产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的传统中药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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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40 
制药与生物

科技服务 
35204010 

制药与生物科

技服务 

通过提供分析工具、仪器、医疗消耗品及用品、临床

试验服务和承包研究服务而促进药物发明、开发和生

产的公司，为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的上游，为其提供

专业服务与产品。 

40 金融 4010 银行 401010 商业银行 40101010 综合性银行 

主要业务为商业信贷并有大量零售银行业务和中小企

业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不包括那些归类于“区域性

银行”和“抵押信贷机构”子行业中的银行。 

            40101020 区域性银行 

主要业务为商业信贷并有大量零售银行业务和中小企

业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区域银行倾向于在有限的地

理区域内经营业务。不包括那些归类于“综合性银

行”、“抵押信贷机构”子行业中的公司。 

        401020 
抵押信贷机

构 
40102010 抵押信贷机构 

提供抵押贷款以及抵押贷款相关服务的金融机构。包

括那些其资产主要与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机构、储蓄

与贷款、抵押的政府资助企业（GSE）、抵押贷款机

构、建房互助协会以及向抵押银行提供保险的公司。 

    4020 
其他

金融 
402010 

其他金融服

务 
40201010 多领域投资 

在三个或更多领域同时持有股份的公司，其在任何一

个领域的利润和/或销售额都不超过总额的一半，所持

有的股权主要是非控股性质。不包括那些归类于“工

业集团企业”子行业中的各类公司。 

            40201020 特殊金融服务 

特殊金融服务提供商。包括征信机构、金融租赁和小

规模专业金融机构。归类于本子行业中的公司其大部

分收益来源于某一特殊业务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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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1030 
其他综合性金

融服务 

提供各色金融服务和/或那些在众多金融服务领域获取

收益但没有主要业务种类的公司，这些领域包括银行

服务、保险和资本市场。 

        402020 消费信贷 40202010 消费信贷 

消费信贷服务提供商，包括个人信贷、信用卡、租赁

融资、旅行相关的金融服务以及当铺。不包括那些归

类于“抵押信贷机构”子行业中的抵押贷款商。 

    4030 
资本

市场 
403010 证券公司 40301010 证券公司 

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与经纪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股票

和债务承销、合并、收购、证券租借和咨询业务。 

        403020 
其他资本市

场 
40302010 资产管理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或与其相关的有偿托管和证券业

务。包括经营共同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私募基金的公

司以及单位信托公司、保险资管机构等。不包括那些

主要从事商业贷款、投资银行业、经纪业和其他特殊

金融业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40302020 
金融交易所与

数据 

主要提供证券、商品、衍生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的金

融交易服务和提供金融决策支持工具和产品的公司，

不包括那些归类于“行业应用软件”子行业中的金融

软件开发公司。 

            40302030 其他资本市场 
主要从事其他资本市场业务（未归类于别处）的金融

机构，包含期货公司。 

    4040 保险 404010 保险 40401010 
人寿与健康保

险 

主要提供人寿、残疾、损失补偿或者补充健康保险的

公司。 

            40401020 多元化保险 
提供人寿、健康、财产及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保险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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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1030 
财产与意外伤

害保险 
主要提供财产及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40401040 再保险 主要提供再保险业务的公司。 

            40401050 保险经纪商 保险和再保险经纪商。 

45 信息技术 4510 
计算

机 
451010 软件开发 45101010 通用软件 

主要从事通用软件的开发，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

中间件、测试工具软件等基础软件，软件开发过程中

使用到的支撑软件，以及非适用于特定行业的通用应

用软件。 

            45101020 行业应用软件 
主要从事为特定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

开发垂直领域的专业应用软件。 

        451020 
信息技术服

务 
45102010 系统集成服务 

提供系统集成服务的公司。不包括归类于“通信技术

服务”、“其他 IT 与互联网服务”子行业中的公司。 

            45102020 云计算服务 

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公司。不包括归类于“数据中心”

子行业中提供互联网数据中心规划、建设及运营服务

的公司。 

            45102030 
其他 IT 与互

联网服务 

未归类于别处的其他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包含 IT 咨询服务、IT 外包服务、IT 支持与维护服

务、产业互联网、其他互联网服务等。 

    4520 电子 452010 
电子终端及

组件 
45201010 

电脑与外围设

备 

生产电脑、服务器及其外围设备的公司。包括键盘、

鼠标、打印机、数据存储部件、母板、声卡、显卡、

网卡等。不包括归类于“消费电子终端”子行业中的

手机制造商。 

            45201020 消费电子终端 
生产消费电子终端的公司，包含手机、耳机、可穿戴

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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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01030 
消费电子组件

及零部件 
生产消费电子组件及零部件的公司。 

            45201040 
安防设备及其

他 

生产安防设备、金融终端等电子终端及相关配件的公

司。 

        452020 电子元件 45202010 印制电路板 
生产印制电路板的公司，还包括提供其生产所需的铜

箔、覆铜板等主要原材料的公司。 

            45202020 被动元件 生产被动元件的公司，包括电容、电阻、电感等。 

        452030 光学光电子 45203010 面板 

生产显示面板材料与模组以及显示面板的公司，不包

括归类于“LED”子行业专门生产 LED 显示屏的公

司。 

            45203020 LED 
从事 LED 芯片制造、封装以及 LED 商用产品生产的

公司。 

            45203030 光学元件 
生产各类光学元件的公司，包括滤光片、光学镜片

等。 

        452040 电子化学品 45204010 电子化学品 生产电子化学品及其他电子材料的公司。 

        452050 其他电子 45205010 其他电子 未归类于别处的其他电子相关产品的制造商。 

    4530 
半导

体 
453010 集成电路 45301010 集成电路设计 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的公司。 

            45301020 集成电路制造 
主要从事集成电路制造的公司，不包含归类于

“LED”子行业中从事 LED 芯片制造的公司。 

            45301030 集成电路封测 
主要从事集成电路封测的公司。不包含归类于

“LED”子行业中从事 LED 芯片封测的公司。 

        453020 分立器件 45302010 分立器件 
生产分立器件的公司。不包含归类于“电子元件”、

“光学光电子”行业下的公司。 



                                                                                                            中证行业分类标准说明 

25 

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四级行业 释义 

        453030 
半导体材料

与设备 
45303010 半导体材料 

生产用于半导体制程中的材料的公司，包括衬底材料

（硅、锗、复合半导体材料等）、工艺材料（靶材、

抛光材料、光刻胶、掩膜版、电子气体、湿电子化学

品等）以及封装材料（硅微粉、焊锡球、划片刀

等）。 

            45303020 半导体设备 
包括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和封测流程的设备，也包括半

导体材料生产设备（如单晶炉、多晶炉等）。 

50 通信服务 5010 
电信

服务 
501010 

电信运营服

务 
50101010 电信运营服务 

主要指固定电话网络运营商以及提供无线和固话电信

业务（未归类于别处）的公司。 

        501020 
电信增值服

务 
50102010 电信增值服务 

在公共电信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

业务的公司，如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互联网接入

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等。不包含归类于“数据中

心”子行业下的公司。 

    5020 

通信

设备

及技

术服

务 

502010 通信设备 50201010 
通信终端设备

及组件 

通信终端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商，包括有线通信终端设

备（电话机、传真机等）、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对讲

机等）以及物联网终端（智能卡、电子标签等）。 

            50201020 
通信系统设备

及组件 

指固定或移动通信接入、传输、交换设备等通信系统

建设所需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包括局域网、广域网、

路由器、交换机等。 

        502020 数据中心 50202010 数据中心 
指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相关产品及服务，包含数据中心

的规划、建设及运营服务，CDN 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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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030 
通信技术服

务 
50203010 通信技术服务 

为通信设备商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包括通信网络规

划设计、通信网络覆盖优化与运维、通信网络工程施

工等。 

    5030 传媒 503010 营销与广告 50301010 数字营销 
借助于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以及数字交互式媒体来

提供广告、营销或者公共关系服务的公司。 

            50301020 其他广告营销 
不借助于互联网等方式提供广告、营销或者公共关系

服务的公司。 

        503020 文化娱乐 50302010 影视动漫 
从事制作、发行、播出、销售电影、影视、动漫相关

产品与服务的公司。 

            50302020 游戏 互动游戏产品的制作商和分销商，包括手机游戏。 

            50302030 出版 
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商，以印刷或电子格式提供信

息的提供商，包括数字出版。 

            50302040 广播与电视 
提供电视或广播节目的制作、播放及其他相关活动，

包括互联网电视。 

        503030 数字媒体 50303010 音频媒体 
依托互联网作为内容传播途径的音频内容服务提供

商。 

            50303020 视频媒体 
依托互联网作为内容传播途径的视频内容服务提供

商。 

            50303030 图文媒体 
依托互联网作为内容传播途径的图片及文字内容服务

提供商。 

            50303040 互动媒体 

通过专有平台从事内容和信息创建或分销的公司。包

括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不包括归类于

“互联网零售”子行业中经营网上零售平台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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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03050 其他数字媒体 
其他依托互联网来传播内容（未归类于别处）服务提

供商。 

55 公用事业 5510 
公用

事业 
551010 电力及电网 55101010 火电 火力发电公司。 

            55101020 水电 水力发电公司。 

            55101030 核电 核能发电公司。 

            55101040 风电 风能发电公司。 

            55101050 光伏发电 太阳能发电公司。 

            55101060 其他能源发电 
使用其他能源的电力生产商，包括沼气、生物质能、

地热、潮汐发电。 

            55101070 电网 电网以及电力专业销售贸易公司和/或综合性能源商。 

        551020 燃气 55102010 燃气 

包括主要任务为配送天然气和人工煤气的公司。不包

括那些归类于“天然气加工”子行业中主要从事天然

气勘探和生产的公司，也不包括那些归类于“油气流

通及其他”子行业中的各类处于市场中游的天然气公

司。 

        551030 水务 55103010 水务 
购买水后再把水配送给最终消费者的公司，包括大型

水处理系统。 

        551040 市政环卫 55104010 市政环卫 提供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的公司。 

        551050 供热及其他 55105010 供热及其他 提供供热服务或其他公用事业的公司。 

60 房地产 6010 
房地

产 
601010 

房地产开发

与园区 
60101010 房地产开发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公司，不包括园区开发的公司。 

            60101020 园区 从事园区开发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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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20 
房地产管理

与服务 
60102010 房地产管理 从事房地产管理的公司。 

            60102020 房地产服务 
从事房地产出租、销售、代理、中介和评估等服务的

公司。 

        601030 
房地产投资

信托(REITs) 
60103010 

房地产投资信

托(REITs) 
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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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