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政办函﹝2017﹞172号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统计监测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试验区管委会，各区管委会，州直各委、办、

局：

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统计监

测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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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特色生物产业统计监测暂行办法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着力推进重点产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发〔2016〕11号），《西双版纳州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西政发〔2016〕14号），《中共西双版纳

州委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壮大生态经济产业的意见》

（西发〔2016〕15号），《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双版

纳州特色生物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西政发〔2017〕

21号），为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全州生物产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基本情况，为州委州政府制定生物产业政策和计划、进行生

物产业管理和发展决策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和国家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制定本监测办法。

一、产业定义

特色生物产业是指依托区位资源等优势，以生命科学理论和

生物技术为基础，结合信息学、系统科学、工程控制等理论和

技术手段，通过对生物体开展研究并制造特产品，或改造动物、

植物、微生物并使其具有所期望的品质特性，为社会提供商品

和服务的行业的统称，包括特色生物农业、特色生物林业、特

色生物医药、特色生物种业、特色生物制造、特色生物能源等

领域。

二、分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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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着力推进重点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发〔2016〕11号）和《西双版纳州“十

三五”特色生物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的要求，参照《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分类（2013）》、《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发展的现状

进行分类。分类注重实际可操作性，立足现行国家统计制度、地

方统计制度和部门统计制度，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保证

统计部门能够采集到相关数据。

三、分类结构

鉴于目前特色生物产业内涵丰富，范围较广，涉及一二三

产业，按照统计规范应分别归在一二三产业类别中进行统计。

为避免统计范围大而全，难以体现特色生物产业的代表性，按

照先行先试，逐步完善的原则，因此本监测办法的统计范围仅

限于第一、二产业范围内的数据。

四、监测指标

以特色生物农业、特色生物林业、特色生物种业、特色生物

医药、特色生物制造、特色生物能源 6大领域为发展重点，对

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甘蔗、咖啡、茶叶、橡胶、石斛、

水产品、畜产品等重点产业进行监测，包括特色生物产业农业

生产情况、特色生物产业工业生产情况。

五、监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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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统计监测的范围包括各县（市）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

生产管理方法，对特色生物产业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

和农场化等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活动单位、基层自治组织和居

民户。

六、数据来源

特色生物产业统计监测方法采取条块结合及多种调查方法

收集资料。表中指标取自于特色生物产业各相关部门现有统计

制度、行政记录和科学推算。农业局负责填报“特色生物农业、

特色生物种业”，林业局负责填报“特色生物林业”，食品药品

监管局负责填报“特色生物医药”，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填报“特

色生物制造”，发展改革委负责填报“特色生物能源”，农业局、

生物产业办协同统计局对数据进行审定。

七、监测频率

特色生物产业统计监测频率为年度监测。

八、测算方法

（一）产值的测算

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核算采用“产品

法”进行计算，即用产品产量乘以价格求出各种产品的产值，

然后把它们加总求得各业的产值，最后各业相加求出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当年生产的各种农产品都要计算产值，并且每种产

品都按全部产量计算，不扣除用于当年农产品生产消耗的那部

分产品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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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值现价=产品产量×产品价格

加工制造业总产值=规上加工制造业总产值+规下加工制造

业总产值

规上加工制造业企业工业总产值＝∑规上加工制造业工业

企业分类行业工业总产值

规下加工制造业工业企业总产值＝∑规上加工制造业工业

企业分类行业工业总产值/规上加工制造业工业分类行业总产值

占全行业比重×规下加工制造业工业分类行业总产值占全行业

比重

（二）增加值的测算

农林牧渔业大类增加值采用“生产法”，即由现价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减去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及大修

理基金）的方法取得。

加工制造业增加值＝∑加工制造业工业企业分类行业总产

值×该行业增加值率

增加值均由统计部门测算。

九、工作机制

为保证特色生物产业统计监测工作高效、有序、协调地开展，

各有关成员单位在特色生物产业统计监测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如

下：

州农业局作为主抓部门负责总体工作的组织与协调；州统计局负

责监测工作的实施、数据质量的审核、监测结果的评估与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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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州级有关部门负责提供与特色生物产业有关的行业数据并做好

系统内数据质量的审核工作。

十、评估与分析

在获取基础数据的基础上，州统计局按本监测办法进行测

算，测算结果由州农业局、州统计局牵头召集相关部门、专家

学者进行统一评审。

州农业局、州统计局定期对全州特色生物产业的发展情况

开展分析，发布报告，准确反映我州特色生物产业发展态势，

加强统计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监测体系，对特色生物产业发展

战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推动我州特色生物产业的快

速发展。

十一、信息发布

特色生物产业相关监测数据结果由州统计局依法审定发

布。

州农业局、州统计局负责共同发布年度监测报告。

十二、制定依据与有关事项

本统计监测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

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

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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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

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

应当予以保密。

州统计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云南省统计管理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特色生物产业部门基础数据进行监督检

查。

本统计监测办法由特色生物产业推进组负责解释。

附件：1. 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分类目录

2. 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报表目录及表式

3. 主要指标解释

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编制说明（GB/T475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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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分类目录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分类目录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分类目录西双版纳州特色生物产业分类目录

代 码

类 别 名 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A 农农农农、、、、林林林林、、、、牧牧牧牧、、、、渔业渔业渔业渔业 本门类包括 01～05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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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水果种植

0151 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 指苹果、梨、桃、杏、李子等水果种植

0152 葡萄种植

0153 柑橘类种植

0154 香蕉等亚热带水果种植 指香蕉、菠萝、芒果等亚热带水果种植

0159 其他水果种植

016 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

植

0161 坚果种植

0162 含油果种植 指椰子、橄榄、油棕榈等的种植

0163 香料作物种植

0169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017 0170 中药材种植 指主要用于中药配制以及中成药加工的药

材作物的种植

019 0190 其他农业 指上述未列明的农作物种植

03 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畜牧业 指为了获得各种畜禽产品而从事的动物饲

养、捕捉活动

031 牲畜饲养

0311 牛的饲养

0312 马的饲养

0313 猪的饲养

0314 羊的饲养

05 农农农农、、、、林林林林、、、、牧牧牧牧、、、、渔服务业渔服务业渔服务业渔服务业

051 农业服务业 指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性服务，

但不包括各种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服务

0511 农业机械服务 指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机械并配备操作人

员的活动

0512 灌溉服务 指对农业生产灌溉系统的经营与管理

0513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指对各种农产品（包括天然橡胶、纺织纤维

原料）进行脱水、凝固、去籽、净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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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 别 名 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晒干、剥皮、初烤、沤软或大批包装以提供初

级市场的服务，以及其他农产品的初加工；其

中棉花等纺织纤维原料加工指对棉纤维、短绒

剥离后的棉籽以及棉花秸秆、铃壳等副产品的

综合加工和利用活动

0519 其他农业服务 指防止病虫害的活动，以及其他未列明的农

业服务

052 林业服务业 指为林业生产服务的病虫害的防治、林地防

火等各种辅助性活动

0521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0522 森林防火服务

0523 林产品初级加工服务 指对各种林产品进行去皮、打枝或去料、净

化、初包装提供至贮木场或初级市场的服务

0529 其他林业服务

053 0530 畜牧服务业 指提供牲畜繁殖、圈舍清理、畜产品生产和

初级加工等服务

054 0540 渔业服务业 指对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性服务，

包括鱼苗及鱼种场、水产良种场和水产增殖场

等进行的活动

13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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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310 1.谷物磨制
也称粮食加工，指将稻子、谷子、小麦、高

粱等谷物去壳、碾磨及精加工的生产活动

132 1320 2.饲料加工

指适用于农场、农户饲养牲畜、家禽的饲料

生产加工，包括宠物食品的生产活动，也包括

用屠宰下脚料加工生产的动物饲料，即动物源

性饲料的生产活动

133 3.植物油加工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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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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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34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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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1 牲畜屠宰

指对各种牲畜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冷冻等保

鲜活动，但不包括商业冷藏活动

1352 禽类屠宰

指对各种禽类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冷冻等保

鲜活动，但不包括商业冷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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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 别 名 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1353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指主要以各种畜、禽肉为原料加工成熟肉制

品，以及畜、禽副产品的加工

136 6.水产品加工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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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包括商业冷藏活动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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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 水产饲料制造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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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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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 其他水产品加工 指对水生动植物进行的其他加工

137 7.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指用脱水、干制、冷藏、冷冻、腌制等方法，

对蔬菜、水果、坚果的加工

1371 蔬菜加工

1372 水果和坚果加工

139 8.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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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以淀粉为原

料，经酶法或酸法转换得到的糖品生产活动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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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 蛋品加工

1399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14 二、食品制造业

141 1.焙烤食品制造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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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

指以面粉（或糯米粉）、糖和油脂为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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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2.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1421 糖果、巧克力制造

糖果制造指以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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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制造指以浆状、粉状或块状可可、

可可脂、可可酱、砂糖、乳品等为主要原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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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 别 名 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工制成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的生产活动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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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3.方便食品制造

指以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

只需简单烹制即可作为主食，具有食用简便、

携带方便，易于储藏等特点的食品制造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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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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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食品的生产活动

1439 方便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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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即可作为主食

的各种方便主食食品的生产活动，以及其他未

列明的方便食品制造

144 144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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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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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 肉、禽类罐头制造

1452 水产品罐头制造

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

1459 其他罐头食品制造

指婴幼儿辅助食品类罐头、米面食品类罐头

（如八宝粥罐头等）及上述未列明的罐头食品

制造

146 6.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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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钠含量在 80％

及以上的鲜味剂的生产活动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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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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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1469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49 7.其他食品制造

1491 营养食品制造

指主要适宜伤残者、老年人，含肉、鱼、水

果、蔬菜、奶、麦精、钙等均质配料的营养食

品的生产活动

1492 保健食品制造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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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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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 盐加工

指以原盐为原料，经过化卤、蒸发、洗涤、

粉碎、干燥、脱水、筛分等工序，或在其中添

加碘酸钾及调味品等加工制成盐产品的生产

活动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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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9 其他未列明食品制造

15 三、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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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 酒精制造

指用玉米、小麦、薯类等淀粉质原料或用糖

蜜等含糖质原料，经蒸煮、糖化、发酵及蒸馏

等工艺制成的酒精产品的生产活动

1512 白酒制造

指以高粱等粮谷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

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

发酵、蒸馏、陈酿、勾兑而制成的蒸馏酒产品

的生产活动

1513 啤酒制造

指以麦芽（包括特种麦芽）、水为主要原料，

加啤酒花，经酵母发酵酿制而成，含二氧化碳、

起泡、低酒精度的发酵酒产品（包括无醇啤酒，

也称脱醇啤酒）的生产活动，以及啤酒专用原

料麦芽的生产活动

1514 黄酒制造

指以稻米、黍米、黑米、小麦、玉米等为主

要原料，加曲、酵母等糖化发酵剂发酵酿制而

成的发酵酒产品的生产活动

1515 葡萄酒制造 指以新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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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酵酿制而成，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产

品的生产活动

1519 其他酒制造

指除葡萄酒以外的果酒、配制酒以及上述未

列明的其他酒产品的生产活动

152 2.饮料制造

1521 碳酸饮料制造

指在一定条件下充入二氧化碳气的饮用品

制造，其成品中二氧化碳气的含量（20 时的

体积倍数）不低于 2.0倍

1522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指以地下矿泉水和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水为水源加工制成的，密封于塑料瓶

（罐）、玻璃瓶或其他容器中，不含任何添加

剂，可直接饮用的水的生产活动

1523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

指以新鲜或冷藏水果和蔬菜为原料，经加工

制得的果菜汁液制品生产活动，以及在果汁或

浓缩果汁、蔬菜汁中加入水、糖液、酸味剂等，

经调制而成的可直接饮用的饮品（果汁含量不

低于 10％）的生产活动

1524 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

指以鲜乳或乳制品为原料（经发酵或未经发

酵），加入水、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可直接饮用

的含乳饮品的生产活动，以及以蛋白质含量较

高的植物的果实、种子或核果类、坚果类的果

仁等为原料，在其加工制得的浆液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可直接饮用的植物蛋白饮

品的生产活动

1525 固体饮料制造

指以糖、食品添加剂、果汁或植物抽提物等

为原料，加工制成粉末状、颗粒状或块状制品

[其成品水分(质量分数)不高于 5％]的生产活

动

1529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指茶饮料、特殊用途饮料以及其他未列明的

饮料制造

15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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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四、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

201 1.木材加工

2011 锯材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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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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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毛料的制造

2012 木片加工

指利用森林采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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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单板加工

指用于单板层积材（LVL）、纺织用木质层

压板、电工层压木板和木质层积塑料等单位的

生产；随着科技进步，装饰单板（厚度 0.55mm

以下的单板)发展很快,主要用于装饰贴面二次

加工，如生产装饰贴面胶合板、实木复合地板、

木质复合门窗、家具、楼梯、汽车内饰、木墙

纸和踢脚线等

2019 其他木材加工

指对木材进行干燥、防腐、改性、染色加工

等活动

20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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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造板二次加工装饰板

的制造

2021 胶合板制造

指具有一定规格的原木经旋（刨）切成单板，

再经干燥、涂胶、组坯、热压而成的符合国家

标准及供需双方协定标准的产品生产活动

2022 纤维板制造

指用木材碎料（包括木片）、棉秆、甘蔗渣、

芦苇等植物纤维作原料，经削片纤维分离，铺

装成型，热压而成的产品生产活动

2023 刨花板制造

指用木材碎料（包括木片）和其他植物纤维

作原料，制成刨花，经干燥、施胶，铺装成型，

热压而成的产品生产活动

2029 其他人造板制造

包括非木质纤维、胶合木等其他各类人造板

的制造

203 3.木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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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包括木质家具的制造

2031 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

指主要用于建筑施工工程的木质制品，如建

筑施工用的大木工或其他支撑物，以及建筑木

工的生产活动

2032 木门窗、楼梯制造

2033 地板制造

2034 木制容器制造

2039 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造

指天然软木除去表皮，经初加工后获得的结

块软木及其制品的生产活动，以及其他未列明

的木质产品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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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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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包括家具的制

造

2041 竹制品制造

指竹胶合板、竹地板、竹丝板等竹制品的制

造

2042 藤制品制造

2043 棕制品制造

2049 草及其他制品制造

21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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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2110 木质家具制造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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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2120 竹、藤家具制造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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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2130 金属家具制造

指支(框)架及主要部件以铸铁、钢材、钢板、

钢管、合金等金属为主要材料，结合使用木、

竹、塑等材料，配以人造革、尼龙布、泡沫塑

料等其他辅料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214 2140 塑料家具制造

指用塑料管、板、异型材加工或用塑料、玻

璃钢（即增强塑料）直接在模具中成型的家具

的生产活动

219 2190 其他家具制造

指主要由弹性材料(如弹簧、蛇簧、拉簧等)

和软质材料(如棕丝、棉花、乳胶海绵、泡沫

塑料等)，辅以绷结材料(如绷绳、绷带、麻布

等)和装饰面料及饰物(如棉、毛、化纤织物及

牛皮、羊皮、人造革等)制成的各种软家具；

以玻璃为主要材料，辅以木材或金属材料制成

的各种玻璃家具，以及其他未列明的原材料制

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24
六、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

造业

243 1.民族工艺品加工业

2431 雕塑工艺品制造

指以玉石、宝石、象牙、角、骨、贝壳等硬

质材料，木、竹、椰壳、树根、软木等天然植

物，以及石膏、泥、面、塑料等为原料，经雕

刻、琢、磨、捏或塑等艺术加工而制成的各种

供欣赏和实用的工艺品的制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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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金属工艺品制造

指以金、银、铜、铁、锡等各种金属为原料，

经过制胎、浇铸、锻打、錾刻、搓丝、焊接、

纺织、镶嵌、点兰、烧制、打磨、电镀等各种

工艺加工制成的造型美观、花纹图案精致的工

艺美术品的制作活动

2433 漆器工艺品制造

指将半生漆、腰果漆加工调配成各种鲜艳的

漆料，以木、纸、塑料、铜、布等作胎，采用

推光、雕填、彩画、镶嵌、刻灰等传统工艺和

现代漆器工艺进行的工艺制品的制作活动

2434 花画工艺品制造

指以绢、丝、绒、纸、涤纶、塑料、羽毛、

通草以及鲜花草等为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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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性的画类工艺品的制作活动

2435
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制

造

指以竹、藤、棕、草、柳、葵、麻等天然植

物纤维为材料，经编织或镶嵌而成具有造型艺

术或图案花纹，以欣赏为主的工艺陈列品以及

工艺实用品的制作活动

2436 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

指以棉、麻、丝、毛及人造纤维纺织品等为

主要原料，经设计、刺绣、抽、拉、钩等工艺

加工各种生活装饰用品，以及以纺织品为主要

原料，经特殊手工工艺或民间工艺方法加工成

各种具有较强装饰效果的生活用纺织品的制

作活动

2438 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

指以金、银、铂等贵金属及其合金以及钻石、

宝石、玉石、翡翠、珍珠等为原料，经金属加

工和连结组合、镶嵌等工艺加工制作各种图案

的装饰品的制作活动

2439 其他工艺美术品制造

26 254 2541 物质燃料加工 生物质液体燃料加工

指利用农作物秸秆和农业加工剩余物，薪材及

林业加工剩余物、畜禽粪便。工业有机废水和

废渣、城市生活垃圾和能源植物等生物质资源

作为原料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活动。

2542 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加工

包括对下列生物燃料的加工活动：林木致密型

燃料，秸秆致密成型燃料，其他生物致密成型

燃料；不包括木炭、竹炭加工。

27 七、医药制造业

272 272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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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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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2730 2.中药饮片加工

指对采集的天然或人工种植、养殖的动物和

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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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2740 3.中成药生产
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的传统药的加工

生产活动

276 2760 4.生物药品制造
指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

程药物的生产活动

29 八、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1 1.橡胶制品业

2911 轮胎制造

指用未硫化的、硫化的或硬质橡胶生产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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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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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用废橡胶生产再生橡胶的活动

2914 再生橡胶制造

2915 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2919 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2914 再生橡胶制造

2915 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2919 其他橡胶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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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双版纳特色生物产业报表目录及表式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范 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方式 页码

特色生物产业

农业生产

年报

辖区内全部

生物产业生产单位

各县（市）

统计局

3月 30日前 2

特色生物产业

工业生产

年报 同 上 同 上 3月 30日前 2

特色生物产业农业生产

填报机关名称： 201 年 计量单位: 亩、吨、万元

指标名称 代码 单位 面积(亩） 产量（吨） 产值(万元）

甲 乙 丙 1 2 3

一一一一、、、、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农业生物农业生物农业生物农业 1 —

（一）特色粮食作物 2 —

1.优质稻 3 —

2.小糯玉米 4 —

3. .薯类 5

4. 薏仁 6

5. 其它特色粮食作物 7

（二）特色经济作物 8 —

1.特色蔬菜 9 —

其中：无筋豆 10 —

东升瓜 11 —

西红柿 12 —

辣椒 13 —

茄子 14 —

鱼腥草 13 —

黄瓜 14 —

刺五加 15

臭菜 16

水生蔬菜 17

野生蔬菜 18

2.糖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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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甘蔗 20 —

3.茶叶 21 —

4.咖啡 22 —

5.坚果 23

其中：澳洲坚果 24 —

6.花卉 25 — —

7.水果 26 —

其中：柚子 27 —

香蕉 28 —

菠萝 29 —

荔枝 30 —

龙眼 31 —

芒果 32 —

火龙果 33 —

8.麻类 34

9.油料 35

10.魔芋 36

11.美藤果 37

12.辣木 38

13.诺丽果 39

14.其它特色经济作物 40

（三）特色畜禽养殖 41 — —

1.西双版纳小耳猪 42 — —

2.茶花鸡 43 — —

3.本地小黄牛 44 — —

4.本地黑山羊 45 — —

（四)特色水产养殖 46 — —

1.罗非鱼 47 — —

2.丝尾鳠 48 — —

二二二二、、、、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林业生物林业生物林业生物林业 49 —

（一）木本油料 50 —

（二）橡胶（干胶） 51 —

（三）野生菌 52 —

（四）天然香料 53 — —

（五）林产品采集 54 — —

（六）特种经济动物养殖 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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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 56 —

三三三三、、、、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医药生物医药生物医药生物医药（（（（药材种植采集药材种植采集药材种植采集药材种植采集）））） 57 —

（一）石斛 58 —

（二）砂仁 59 —

（三）沉香 60 —

（四）茯苓 61 —

（五）珠子草 62 —

（六）重楼 63 —

（七）傣百解 64 —

（八）肾茶 65 —

（九）白及 66 —

（十）草果 67 —

（十一）生姜 68 —

（十二）龙血树 69 —

（十三）黄精 70 —

（十四）墨西哥薯蓣 71 —

（十五）红豆杉 72 —

（十六）其它 73 —

特色生物产业工业生产

填报机关名称： 201 年 计量单位: 吨（千升）、万元

指标名称 代码 单位 工业产品产量(吨) 产值（万元）

甲 乙 丙 1 2
一一一一、、、、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农业生物农业生物农业生物农业 1 —

（一）酒业 2 千升

（二）畜产品加工 3 —
（三）水产品加工 4 —

（四）蔬菜加工 5 —
（五）茶叶加工 6 —

（六）薯类加工 7 —

（七）蔗糖加工 8 —
（八）花卉加工 9 —

（九）水果加工 10 —
（十）咖啡加工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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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麻类加工 12 —
（十二）油料加工 13 —

（十三）魔芋加工

（十四）农用生物制品 14 —
（十五）其它 15 —

二二二二、、、、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林业生物林业生物林业生物林业 16 —
（一）木本油料加工 17 —

（二）橡胶加工（制品） 18 —

（三）木竹加工及浆纸 19 — —
（四）食用菌加工 20 —

（五）干果加工 21 —
（六）天然香料加工 22 —

（七）林产化工产品 23 —
（八）其它 24

三三三三、、、、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医药生物医药生物医药生物医药 25 —

（一）中药饮片 26 —
（二）中成药 27 — —

（三）天然药标准提取物及合成药物 28 —
（四）化学药 29 — —

（五）保健食品 30 — —

（六）其它 31 — —
四四四四、、、、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种业生物种业生物种业生物种业 32 — —

（一）农业新品种 33 — —
（二）野生动物繁育种源 34 — —

（三）其它 35 — —
五五五五、、、、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制造生物制造生物制造生物制造 36 —

（一）生物基材料 37 —

（二）糖工程产品 38 —
（三）微生物制造 39 —

（四）其它 40
六六六六、、、、特色特色特色特色生物能源生物能源生物能源生物能源 41 —

（一）生物液体燃料 42 —

1.燃料乙醇 43 —
2.生物柴油 44 —

3.其它 45 —
（二）生物质气化固化燃料生产与发电 46 —

1.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 47 —
2.生物质气化发电、固化发电 48 万千瓦时

3.其它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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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特色生物产业农业生产情况统计指标解释

（（（（一一一一））））特色生物农业特色生物农业特色生物农业特色生物农业

特色粮食作物：具有本地特色的粮食物，主要包括谷物、豆

类、薯类。谷类作物产量一律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薯类按鲜薯重

量计算。

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经济作物 : 指除粮食作物之外，种植在耕地或非耕地上的农

作物。包括油料、棉花、生麻、糖料、烟叶、中草药材、蔬菜、

瓜果等。

蔬菜：包括各种叶菜、根茎菜、瓜果菜、茄果菜、葱蒜、

菜用豆、水生菜以及野生菜的种植。不包括用作水果的瓜类种

植，如西瓜、白兰瓜、香瓜等。

糖料糖料糖料糖料：：：：包括甘蔗、甜菜等糖料作物的种植。

茶叶：包括茶叶的种植、采集和初级简单加工，如农场和农

户对茶叶的沙制和晾晒等活动。不包括茶叶的精深加工。咖啡咖啡咖啡咖啡:

包括咖啡树的种植、咖啡果的采集和生豆加工。不包括咖啡的

深加工。

坚果：包括核桃、澳洲坚果、板栗等的种植。

花卉花卉花卉花卉 :包括各种鲜花和鲜花蓓蕾等的种植；种用花卉（种苗、

种球）的种植；观赏盆栽植物的生产（包括盆景）；绿化观赏

苗木的种植；草皮（草皮卷）等的种植与生产。不包括城市草



— 23 —

坪的种植、管理。

水果：包括园林水果如苹果、梨、柑橘、芒果、香蕉、菠萝、

杏、桃、李、梅、荔枝、龙眼等的种植；西瓜、木瓜、哈密瓜、

甜瓜、草莓、椰子等瓜果类的种植；在同一种植地点或在种植园

内对水果的简单加工，如晒干、暂时保存等活动。不包括野生水

果的采集。

麻类麻类麻类麻类：：：：包括亚麻、黄红麻、苎麻、大麻等各种麻类的种植

和用于编织、衬垫、填充、刷子、扫帚用植物原料的种植。

油料油料油料油料：：：：指油菜籽、花生、向日葵、油葵等草本食用油料的

种植。

特色畜禽养殖：指西双版纳小耳猪、茶花鸡、本地小黄牛和

本地黑山羊的养殖；本地小黄牛和本地黑山羊的养殖统计包括杂

交改良。

特色水产养殖特色水产养殖特色水产养殖特色水产养殖：：：：指西双版纳本地罗飞鱼和丝尾鳠的养殖。

（（（（二二二二））））特色生物林业特色生物林业特色生物林业特色生物林业

木本油料木本油料木本油料木本油料：：：：包括核桃、油茶、膏桐、油桐籽、油橄榄等木

本油料的种植。

橡胶橡胶橡胶橡胶（（（（干胶干胶干胶干胶））））：：：：包括橡胶树的种植、胶乳的采集。

野生食用菌野生食用菌野生食用菌野生食用菌：：：：包括野生食用菌（如牛肝菌、干巴菌、松茸、

鸡枞及其他野生食用菌）的采集

天然香料天然香料天然香料天然香料：包括留兰香、香茅草、熏衣草、月桂、香子兰、

枯茗、茴香、丁香、依兰、桉叶油、草果、八角等植物性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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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麝、大灵猫、海狸等分泌的动物性香料。

林产品采集林产品采集林产品采集林产品采集：：：：指在天然林和人工林地进行的各种林木产品

和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活动。松脂、紫胶、生漆、油桐籽、油

茶籽、核桃、板栗、松子、软木、栲胶等非木质林木产品的采

集； 其他，如经济林枝叶等生产原料的采集。不包括咖啡、可

可等饮料作物的采集；野生食用菌、药材的采集。

特种经济动物养殖特种经济动物养殖特种经济动物养殖特种经济动物养殖：：：：主要指那些已经驯化成功、尚未在生

产中广泛应用，尚未被国家认定为家禽、家畜、家虫和正在驯

化中的、有待驯化的野生动物养殖。包括特种兽畜类，如驴、

熊、鹿、水貂、白鼠等的养殖；特种珍禽类，如鸵鸟、火鸡、

野鸭、锦鸡等的养殖；特种水产类，如丝尾鳠、罗氏沼虾、甲鱼

等土著名优品种的养殖；特种昆虫类，如蜘蛛、蚯蚓等的养殖。

（（（（三三三三））））特色生物医药特色生物医药特色生物医药特色生物医药（（（（药材种植采集药材种植采集药材种植采集药材种植采集））））

包括石斛、砂仁、沉香、薏仁、美藤果、重楼、辣木、诺

丽果、白及、草果、生姜、龙血树、黄精、茯苓等药材的种植

和采集。

特色生物产业工业生产情况统计指标解释

（一）特色生物农业

1. 酒业酒业酒业酒业：：：：包括白酒、葡萄酒、啤酒、黄酒、果酒及其它酒

类。

白酒白酒白酒白酒：指以粮食、淀粉或糖质为原料，经蒸煮、糖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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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蒸馏、陈酿和勾兑而酿制而成的各类白酒。如酱香型白酒、

浓香型白酒、清香型白酒等。

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葡萄酒：：：：指以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发酵

酿制而成的酒精饮品。如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冰酒等。

啤酒啤酒啤酒啤酒：：：：指以大麦芽﹑酒花﹑水为主要原料﹐经酵母发酵作

用酿制而成的饱含二氧化碳的低酒精度酒。如鲜啤酒、熟啤酒。

黄酒黄酒黄酒黄酒：指以稻米、黍米、黑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经

过蒸料，拌以麦曲、米曲或酒药，进行糖化和发酵酿制而成的

各类黄酒。根据黄酒的含糖量的高低分为干黄酒、半干黄酒、

半甜黄酒、甜黄酒。

果酒果酒果酒果酒：指用水果本身的糖分被酵母菌发酵成为酒精的酒，

含有水果的风味与酒精。如木瓜酒、杨梅酒等。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指除白酒、葡萄酒、啤酒、黄酒、果酒以外的各种

酒产品。如各种配制酒、保健酒等。

2. 畜产品加工畜产品加工畜产品加工畜产品加工：：：：指对鲜活畜产品（包括肉、奶、蛋、蜂产

品等）进行的加工冷藏、腌制、熟制等精深加工活动。不包括

畜产品专业性商业冷藏。

3. 水产品加工水产品加工水产品加工水产品加工：：：：指对养殖或捕捞的鱼类、虾类、蟹类、贝

类、藻类等水生动物或植物、微生物进行的加工活动。

包括：

—各种水产品的加工冷藏；

—各种水产品的干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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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水产品的熟制加工。

不包括

—水产品专业性商业冷藏。

4. 蔬菜加工蔬菜加工蔬菜加工蔬菜加工：：：：指用脱水、干制、冷藏、冷冻、腌制等方法，

对蔬菜进行的加工活动。

包括：

—脱水蔬菜、酱腌菜、蔬菜汁等；

—蔬菜的净菜加工；

—蔬菜罐头加工。

不包括：

—马铃薯粉、泥、薯条的制作；

—蔬菜经销商或消费者进行的榨汁等加工活动。

5. 茶叶加工茶叶加工茶叶加工茶叶加工：：：：指对毛茶或半成品原料茶进行筛分、轧切、

风选、干燥、匀堆、拼配等精深加工茶叶的生产活动。

包括：

—精制普洱茶、绿茶、红茶、花茶、乌龙茶等以及茶饮料

加工产品；

—茶粉、茶多酚、茶色素等深加工产品。

不包括：

—简单加工的毛茶。

6. 薯类加工薯类加工薯类加工薯类加工：：：：包括马铃薯、木薯、甘薯（红薯、白薯）、魔

芋、芭蕉芋等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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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蔗糖加工蔗糖加工蔗糖加工蔗糖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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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甘蔗糖，如红糖、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黄砂糖等；

—甜菜糖，如白砂糖、绵白糖；

—加工糖，如冰糖、方糖、精制糖浆、精炼砂糖、糖果和

以糖为原料的饮料等；

不包括：

—以淀粉为原料生产的麦芽糖、葡萄糖、果糖、高果糖、

葡萄糖浆等。

8. 花卉加工花卉加工花卉加工花卉加工：：：：包括装饰用品，如干花等加工产品；食用花

卉，如鲜花酱、含片、色素和饮用干花等加工产品；香薰用品，

如精油等加工产品。

9. 水果加工水果加工水果加工水果加工：：：：指用脱水、干制、冷藏、冷冻、腌制等方法，

对水果的加工活动。

包括：

—以水果为原料生产果脯、果酱、果泥、果汁及饮料、蜜

饯等；

—水果罐头等加工。

不包括：

—果酒

—水果经销商或消费者进行的榨汁等加工活动。



— 28 —

10. 咖啡加工咖啡加工咖啡加工咖啡加工：：：：指咖啡制品的生产，如焙炒豆、粉，速溶咖

啡、成品咖啡饮料等。

11. 麻类加工麻类加工麻类加工麻类加工：：：：包括麻纤维制品、纸浆、用具、麻籽油等。

12. 油料加工油料加工油料加工油料加工：：：：指油菜籽、花生、向日葵、油葵等草本食用

油料的加工。

13. 农用生物制品农用生物制品农用生物制品农用生物制品：：：：包括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生物饲料、

饲料添加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全降解农用薄膜、动物药、动

植物生物反应器等制品。

（二）特色生物林业

1. 木本油料加工木本油料加工木本油料加工木本油料加工

包括：

—核桃、油茶、油橄榄等食用油料的加工。

不包括：

—膏桐、油桐籽等生物柴油原料的加工。

2. 橡胶加工橡胶加工橡胶加工橡胶加工（（（（制品制品制品制品））））：：：：指以干胶为原料生产的各种橡胶制品。

3. 木竹加工及浆纸木竹加工及浆纸木竹加工及浆纸木竹加工及浆纸：：：：包括木材、竹材、藤材的加工及软木

制品和纸浆、纸制品的生产。

4. 食用菌加工食用菌加工食用菌加工食用菌加工：：：：包括人工食用菌的加工、野生食用菌的加工。

5. 干果加工干果加工干果加工干果加工：：：：指对人工种植和天然采集的各种干果的加工。

6. 天然香料加工天然香料加工天然香料加工天然香料加工：：：：指对植物性香料和动物性香料的加工。

包括用物理方法直接从芳香植物或动物分泌物中提取、或用生物

技术方法从天然动植物原料中制得的具有香气和香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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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产化工产品林产化工产品林产化工产品林产化工产品：：：：指以林产品为原料，经过化学和物理加

工方法生产的产品。

包括：

—松香类产品：松香、松香再加工产品（改性松香、松香

衍生物）、其他类松香产品；

—松节油类产品：松节油、松节油再加工产品；

—栲胶类产品：落叶松栲胶、桕梅栲胶、油柑栲胶、黑荆

树栲胶、槲树栲胶、红根栲胶、木麻黄栲胶、橡碗栲胶、化香

果栲胶、混合栲胶，栲胶改性品，其他类栲胶产品；

—樟脑：天然樟脑、合成樟脑（工业用樟脑、医药用樟脑）；

—紫胶：普通紫胶片、专用紫胶片、脱色紫胶片、改性紫

胶片、漂白紫胶片、脱醋紫胶片、其他紫胶类产品；

—冰片（龙脑）：天然冰片和合成冰片；

—五倍子单宁产品：工业单宁酸、工业没食子酸、焦性没

食子酸、药用草柔酸、其他五倍子单宁产品；

—其他林产化学产品。

不包括：

—软木制品生产。

（三）特色生物医药

1. 中药材中药材中药材中药材：：：：指对采集的天然或人工种植、养殖的动物和植

物

中草药进行加工、炮制后可供医用的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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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成药中成药中成药中成药：：：：指以中草药为原料，用传统或现代方法加工制

成各种不同剂型的中药制品，如龙血竭系列、傣百解系列等药

品。包括用中药传统制作方法制作的各种蜜丸、水丸、冲剂、

糖浆、膏药等；用现代制药方法制作的中药片剂、针剂、胶囊、

口服液等；专作治病的药酒。

3. 天然药标准提取物及合成天然药标准提取物及合成天然药标准提取物及合成天然药标准提取物及合成、、、、半合成药物半合成药物半合成药物半合成药物：：：：指应用现代药

物化学的提取、分离和纯化技术,由中药材或天然植物、动物或

矿物中分离提取出的活性物质并加工成合成、半合成的天然药

物，如蒿甲醚、黄藤素、青蒿素、薯蓣皂素等。

4. 化学药化学药化学药化学药

包括：

—化学药品原料药，如抗生素、内分泌品、基本维生素、

磺胺类药物、水杨酸盐和水杨酸酯、葡萄糖和生物碱、化学纯

糖等；

—化学药品制剂，如片剂、针剂、胶囊、药水、软膏、粉

剂、溶剂等各种剂型的化学药品；

—放射性药物。

不包括：

—中成药；

—动物药；

—生物农药。

5. 医用生化制品医用生化制品医用生化制品医用生化制品：：：：指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的用于医疗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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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药品、基因工程药物等制品。包括疫苗、诊断试剂、

血液制品及代用品、微生物药物、用动物脏器提取和制成的生

化药品等。

6. 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包括保健食品（不含保健酒）和生物基化妆品、

理疗产品等。

7. 生物医学材料生物医学材料生物医学材料生物医学材料：：：：包括生物医学金属材料、生物医学高分

子材料、生物医学无机非金属材料或生物陶瓷、生物医学复合

材料、生物医学衍生材料等。

8. 生物医疗器械生物医疗器械生物医疗器械生物医疗器械：：：：指单独或者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

备、器具、材料或者其他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软件。

（四）生物种业

是指重点选育、引进一批优质、高产、高效、多抗的农业

新品种和野生动物繁育种源，形成具有地方优势和特色的现代

种业，提高生物资源利用效率、保障粮食和生态安全、改善生

态环境。

（五）特色生物制造

1. 生物基材料生物基材料生物基材料生物基材料：：：：是指利用可再生生物质，包括农作物、树

木、其它植物及其残体和内含物为原料，通过生物、化学以及

物理等手段制造的一类新型材料。包括生物塑料、生物基化学

品、生物质功能高分子材料、木基工程材料等产品。

生物塑料生物塑料生物塑料生物塑料：：：：如聚乳酸（PLA）、聚羟基烷酸酯（PHA）、聚羟

基丁酸酯（PHB）以及可热塑性淀粉塑料、淀粉基聚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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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化学品生物基化学品生物基化学品生物基化学品：：：：如生物基乙烯、乳酸、1.3-丙二醇、丁二酸、

脂肪酸甲酯、乙二醛等。

生物质功能高分子材料生物质功能高分子材料生物质功能高分子材料生物质功能高分子材料：：：：如生物质合成环氧树脂、生物质

碳质吸附材料、PLA树脂、淀粉基高分子材料等。

木基工程材料木基工程材料木基工程材料木基工程材料：：：：如木塑型材、无醛木塑复合材料、天然纤

维/塑料复合材料等。

2. 糖工程产品糖工程产品糖工程产品糖工程产品：：：：基于对糖缀合物糖链结构、功能和代谢调

控及其应用研究而开发的产品，如木糖醇、低聚异麦芽糖、壳

寡糖、低聚木糖、水苏糖等。

3. 微生物制造微生物制造微生物制造微生物制造：：：：主要包括以酶工程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为

基础的新型酶制剂生产以及酶制剂在造纸、纺织、制革中的应

用，以微生物分子选育、代谢工程、发酵工程技术为基础的高

附加值氨基酸、核苷以及有机酸和多元醇等新型微生物发酵产

品的生产，以新型生物催化与转化技术为基础的氨基酸、手性

医药中间体的生物制造工艺改造升级与示范应用。

酶制剂酶制剂酶制剂酶制剂：：：：指由微生物发酵生产的具有催化活性的含酶制剂，

广泛用于食品、轻纺、医药、环保、能源、化工、农业等领域，

如淀粉酶、纤维酶、蛋白酶、糖化酶、脂肪酶等制剂。

（六）特色生物能源

1. 生物液体燃料生物液体燃料生物液体燃料生物液体燃料：：：：主要指从生物质（如废糖蜜和木薯、芭

蕉芋等非粮作物，膏桐、油桐籽、橡胶籽、蓖麻籽等）获得能

够直接使用或掺入汽油、柴油等液体燃料中，经混合后再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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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或直接燃烧的液体燃料。包括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

物丁醇等。

2. 生物质气化固化燃料生产与发电生物质气化固化燃料生产与发电生物质气化固化燃料生产与发电生物质气化固化燃料生产与发电：：：：包括生物质致密成型

燃料、生物质气化发电、生物质固化发电等。

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生物质致密成型燃料：：：：指将具有一定粒度的农林废弃物（锯

屑、稻壳、树枝、秸秆等）干燥后在一定的压力作用下（加热

或不加热）连续挤压制成棒状、粒状、块状等各种成型的燃料。

生物质气化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利用气化炉把生物质转化为可燃气体，

经过除尘、除焦等净化工序后，再通过内燃机或燃气轮机进行

的发电。

生物质固化发电生物质固化发电生物质固化发电生物质固化发电：：：：通过外部压力的作用，使得生物质体积

明显减小，密度增大，成为致密成型燃料，再提供发电机组进

行的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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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编制说明

（GB/T 4754-2011）

1.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类与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在统计、计划、财政、税收、工商等国家宏

观管理中，对经济活动的分类，并用于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2. 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行业行业行业行业 industry

行业（或产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

集合。

2.2 主要活动主要活动主要活动主要活动 principal activity

当一个单位对外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占其单位增

加值份额最大的一种活动称为主要活动。如果无法用增加值确

定单位的主要活动，可依据销售收入、营业收入或从业人员确

定主要活动。

与主要活动相对应的是次要活动和辅助活动。次要活动是

指一个单位对外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中，除主要活动以外的经

济活动。辅助活动是指一个单位的全部活动中，不对外提供产

品和劳务的活动。辅助活动是为保证本单位主要活动和次要活

动正常运转而进行的一种内部活动。

2.3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unit

本标准中的单位是指有效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的实体，是

划分国民经济行业的载体。

2.4 产业活动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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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附属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应具

备下列条件：

——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

——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资料。

2.5 法人单位法人单位法人单位法人单位 corporate unit

具备下列条件的单位为法人单位：

——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

——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

权与其他单位签定合同；

——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3. 分类的原则和规定分类的原则和规定分类的原则和规定分类的原则和规定

3.1 划分行业的原则划分行业的原则划分行业的原则划分行业的原则

本标准采用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划分国民经济行业。即

每一个行业类别按照同一种经济活动的性质划分，而不是依据

编制、会计制度或部门管理等划分。

3.2 行业分类的基本单位行业分类的基本单位行业分类的基本单位行业分类的基本单位

根据联合国《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

4），本标准主要以产业活动单位和法人单位作为划分行业的单

位。采用产业活动单位划分行业，适合生产统计和其他不以资

产负债、财务状况为对象的统计调查；采用法人单位划分行业，

适合以资产负债、财务状况为对象的统计调查。

在以法人单位划分行业时，应将由多法人组成的企业集团、

集团公司等联合性企业中的每个法人单位区分开，按单个法人

单位划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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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定单位行业归属的原则确定单位行业归属的原则确定单位行业归属的原则确定单位行业归属的原则

本标准按照单位的主要经济活动确定其行业性质。当单位从事

一种经济活动时，则按照该经济活动确定单位的行业；当单位从事

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则按照主要活动确定单位的行业。

4. 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

4.1 本标准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本标准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本标准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本标准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将国民经济行业划

分为门类分为门类分为门类分为门类、、、、大类大类大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级中类和小类四级中类和小类四级中类和小类四级。。。。代码由一位拉丁字母和四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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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门类

界限，从 01开始按顺序编码；中类代码用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前两位为大类代码，第三位为中类顺序代码；小类代码用四位

阿拉伯数字表示，前三位为中类代码，第四位为小类顺序代码。

4.2 本标准的中类和小类本标准的中类和小类本标准的中类和小类本标准的中类和小类，，，，根据需要设立带有根据需要设立带有根据需要设立带有根据需要设立带有“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字样的收容字样的收容字样的收容字样的收容

项项项项。。。。为了便于识别为了便于识别为了便于识别为了便于识别，，，，原则上规定收容项的代码尾数为原则上规定收容项的代码尾数为原则上规定收容项的代码尾数为原则上规定收容项的代码尾数为“9”。。。。

4.3 当本标准大类当本标准大类当本标准大类当本标准大类、、、、中类不再细分时中类不再细分时中类不再细分时中类不再细分时，，，，代码补代码补代码补代码补“0”直至第四位直至第四位直至第四位直至第四位。。。。

4.4 本标准的代码结构图如下本标准的代码结构图如下本标准的代码结构图如下本标准的代码结构图如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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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母）门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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