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统发(2017) 32号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高精尖”产业活动类别
    （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北京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北京构建

“高精尖”经济结构的要求，切实形成推动北京“高精尖”经济

结构的有力抓手，特制定了《北京“高精尖”产业活动类别（试

    -1-



行）》， 照执行。

北

}￡￡(rioS)竞蔼烹

会员蠢辩患甜嘛衬搽雨泵捧淑甘懿南京琳
喉类蛞氰虹：气娃尖黎高“tS}’黉硝千哭
    淤馘鼬．（t}简y．

    ；    ：fy单共脊各

市衷辣》嘛韩督．慕：黯蓼室衷排蔡辩墨辞尊、l- ji'E突蒙礴赁妖

~潜泉妹子蔓中，：要除随鼹．’率五小．！~i’繁曼炎奄§嘛稀整嗣国

交t盐1共语；离。皂一釜蛉热血鳆奚避c露雾濑磷靛翁囊‰二尘崮垃薮：    ．

胬一j曝粪电最如誓n受赫商“蓐。琳）》i黧谍番．霉番纛矣馨冬囟唪絷

，1．

茹    。    √

    。茹岁、

，
，
5
q
，
j
，
3
j
曩
叠
强
固
懑
翻
一



北京“高精尖”产业活动类别（试行）

    一、制定目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 26”讲话精神和《北京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北京构建“高精

尖”经济结构的要求，切实形成推动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的

有力抓手，特制定本类别，以满足相关部门开展监测评价工作的

需要。

    二、定义和范围

    “高精尖”产业是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模式的重要载体。北

京“高精尖”产业是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引领，以效率效益领先

型产业为重要支撑的产业集合。其中，技术密集型“高精尖”产

业指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对

地区科技进步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的活动集合。效率效益领先型

‘‘‘高精尖”产业指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

征，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和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带动作用的活动集合。

    本类别在统计范围上主要包含符合“高精尖”产业定义的产

业活动，具体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1)中6

个行业门类、28个行业大类、80个行业中类和1 30个行业小类。

    三、编制原则

    （一）导向性    ’

    本类别的制定以习近平总书记“2. 26”lt}t话精神、《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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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为指弓f，同时参考<<中国制造2025）北京行动纲

要》、《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 5年版）》，使涉

及产 业 活 动 符合 北 京城 市功能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

    （二）科学性

    本类别是在对“高精尖”经济结构、“高精尖”产业形成充

分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既符合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又符合北京

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本类别在定量判定的基础上，通过

专业性、综合性判定进行补充完善，保证了类别制定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

    （三）创新性

    本类别制定过程中以需求为导向，首次运用大数据思维理

念，挖掘统计部门的数据优势，为北京“高精尖”产业活动类别

的制定提供了基础框架，为相关产业分类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新的

路径。

    （四）可操作性

    本类别充分考虑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以《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 GB/T 4754-2011)为基础进行“高精尖”产业活动筛选，

并根据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进行补充完善；同时借鉴联合国《国

际标准行业分类》( ISIC Rev.4)中（（备选归并》中的有关划分

方法确定产业活动类别的范围，保证了类别的完整性。

    四、有关说明

    （一）本类别中行业小类的具体范围说明参见《2 011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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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类别中 “士” ，表示该行业小类仅有部分企业活动

属于“高精尖”产业，详见表中“说明”。

五、北京“高精尖”产业活动类别表

  行业
  代码

    行业类别     说明

    C     制造业

  1320*  饲料加工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1491营养食品制造
  1492*  保健食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1495*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1789*  其他非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311*  书、报刊印刷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431*  雕塑工艺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432*  金属工艺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438*  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641*  涂料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659*  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665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
    2720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30* 中药饮片加工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740* 中成药生产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750* 兽用药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2760 生物药品制造
  2770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2 919* 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062*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072*  特种陶瓷制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099*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240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3250*  有色金属铸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263* 贵金属压延加工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264*  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269* 其他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421*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424*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425* 机床附件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429*  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434* 连续搬运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444*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11*  矿山机械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12*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21*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42* 印刷专用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44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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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代码

    行业类别     说明

  3551*   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62*   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81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3582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

  3583 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制造

  3584 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

  3585 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设备制造

  3586 假肢、人工器官及植（介）入器械制造

  3589 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3591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3595*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制造   仅包笛具有向计芨教人强厦或目主知识严权，低贸辣糟耗特，址即企业精明

  3596*   交通安全、管制及类似专用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599*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仪包首具伺向饼芨致八强度甄目王知识严秘，做赞探捅转待让明企业玷明

  3610*   汽车整车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620*   改装汽车制造   仅包笛具伺向针芨技八强度或目主知识严秘，1鼢《龈猾转待，仕阴企业精明

  366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仅包曾具伺向计友致人强厦或目主知识严税，1氐赞稞捐花l7nrtFrj企业请功

  3713*   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714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

  3742 航天器制造

  3743*   航空、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811*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仅包管具伺向计芨投人强度或目主知识严权t低贸辣’捐耗待，仳网企业精明

  3821*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仅包笛具伺向计发役八强度或目主知识严杈，1氐贸探猬耗待，仕即企业拮明

  3823*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仅包管具伺向计发技八slr厦甄目王知仪严秘，1氐贫探’侑耗待，位盯企业捕明

3825*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829*   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841*   锂离子电池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891*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   仅包管具伺向计芨教人强发甄目王知识严秘，1比贸跟捐耗待，tLrji￡业请J

  3911*   计算机整机制造   仪包曹具伺向饼友役八强崖或目王知识严税，1氐贸探’侑转衬扯阴企业墙明

  3913*   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仅包管具伺局t升友教人强度或目王知识严税，低贫球捐转待，rtffj企业精明

    3919 其他计算机制造

    3921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3922*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931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

    3932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

    3939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3940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3952 音响设备制造

    3953 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3962*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仅包管具伺向计发投入强度或目王知识严权，低贫积、侑花特，仕即企业搐明

  3963 集成电路制造

3969*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3971 电于兀件及组件制造

    3990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

  4011*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仅包含具有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4012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4014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行业
  代码

    行业类别     说明

  4015 试验机制造
  4019 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

  4021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022 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

  4023 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
  4025 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制造

  4028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4029 其他专用仪器制造

  4041 光学仪器制造
  4090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312 移动电信服务

  6319 其他电信服务
    6321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6330 卫星传输服务

  6420 互联网信息服务

6490* 其他互联网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6510软件开发

6520*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6530*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6540*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6550* 集成电路设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6591*   数字内容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6599* 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J     金融业
6620* 货币银行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6631*   金融租赁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6632*   财务公司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6639*   其他非货币银行服务   仪包首具伺向广出双盈、局严出双翠午u1氐贫跟猬耗特，位即思t企业墙明

  6711*   证券市场管理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6721*   期货市场管理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6811*   人寿保险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6899* 其他未列明保险活动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6910* 金融信托与管理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总部企业活动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211*   企业总部管理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率和高产出效益的总部企业活动

  7 212*  投资与资产管理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7221律师及相关法律服务

    7231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
  7240*   广告业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7250* 知识产权服务 仅包含具有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特征的企业活动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320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7340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7513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7519其他技术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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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代码     行业类别     说明

  7590 其他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721水污染治理
  7724 危险废物治理
    7729其他污染治理

注：本类别中“车”，表示该行业小类仅有部分企业活动属于“高精尖”产业活动。

北 京市统计局办公室。    2017年5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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