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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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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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农、林、牧产品批发   指未经过加工的农作物、林产品及牲畜、畜产

品、鱼苗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但不包括蔬菜、

水果、肉、禽、蛋、奶及水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

活动，包括以批发为目的的农副产品收购活动

5111     谷物、豆及薯类批发

5112     种子批发

5113     饲料批发

5114     棉、麻批发

5115     林业产品批发   指林木种苗、采伐产品及采集产品等的批发和

进出口活动
5116     牲畜批发

5119     其他农牧产品批发

51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指经过加工和制造的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的

批发和进出口活动，以及蔬菜、水果、肉、禽、

蛋、奶及水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21     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

5122     糕点、糖果及糖批发

5123     果品、蔬菜批发

5124     肉、禽、蛋、奶及水产品批发

5125     盐及调味品批发

5126     营养和保健品批发

5127     酒、饮料及茶叶批发   指可直接饮用或稀释、冲泡后饮用的饮料、酒

及茶叶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28     烟草制品批发   指经过加工、生产的烟草制品的批发和进出口

活动
5129     其他食品批发

513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指纺织面料、纺织品、服装、鞋、帽及日杂品

、家用电器、家具等生活日用品的批发和进出口

活动

5131     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

5132     服装批发

5133     鞋帽批发

5134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

5135     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

发

  指灶具、炊具、厨具、餐具及各种容器、器皿

等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卫生间的用品用具和生

活用清洁、清扫用品、用具等的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

5136     灯具、装饰物品批发

5137     家用电器批发

5139     其他家庭用品批发   指上述未列明的其他生活日用品的批发和进出

口活动
51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指各类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图书、报刊、音

像、电子出版物、首饰、工艺美术品、收藏品及

其他文化用品、器材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41     文具用品批发



5142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5143     图书批发

5144     报刊批发

5145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  

5146     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

5149     其他文化用品批发

51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指各种化学药品、生物药品、中药及医疗器材

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包括兽用药的批发和进出

口活动

5151     西药批发

5152     中药批发   指中成药、中药材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53     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516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指煤及煤制品、石油制品、矿产品及矿物制品

、金属材料、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以及化工产品

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61     煤炭及制品批发

5162     石油及制品批发

5163     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

5164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5165     建材批发   指建筑用材料和装饰装修材料的批发和进出口

活动
5166     化肥批发  

5167     农药批发

5168     农用薄膜批发

5169     其他化工产品批发

517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

发

    提供通用机械、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

电气机械、五金、交通器材、电料、计算机设备

、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

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71     农业机械批发

5172     汽车批发

5173     汽车零配件批发

5174     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

5175     五金产品批发   指小五金、工具、水暖部件及材料的批发和进

出口活动
5176     电气设备批发

5177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5178     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   指电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的批发和进出口活

动
5179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518   贸易经纪与代理   指代办商、商品经纪人、拍卖商的活动；专门

为某一生产企业做销售代理的活动；为买卖双方

提供贸易机会或代表委托人进行商品交易代理活

动

5181     贸易代理   指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为实现供求双方达成

交易，按协议收取佣金的贸易代理
5182     拍卖

5189     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

519   其他批发业   指上述未包括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91     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   指将可再生的废旧物资回收，并批发给制造企

业作初级原料的活动
5199     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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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综合零售  

5211     百货零售   指经营的商品品种较齐全，经营规模较大的综

合零售活动
5212     超级市场零售   指经营食品、日用品等的超级市场的综合零售

活动
5219     其他综合零售   指日用杂品综合零售活动；在街道、社区、乡

镇、农村、工矿区、校区、交通要道口、车站、

码头、机场等人口稠密地区开办的小型综合零售

店的活动；以小超市形式开办的便利店活动；农

村供销社的零售活动

52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粮油、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的店

铺零售活动
5221     粮油零售

5222     糕点、面包零售  

5223     果品、蔬菜零售

5224     肉、禽、蛋、奶及水产品零售

5225     营养和保健品零售

5226     酒、饮料及茶叶零售   指专门经营酒、茶叶及各种饮料的店铺零售活

动
5227     烟草制品零售  

5229     其他食品零售   指上述未列明的店铺食品零售活动

523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纺织面料、纺织品、服装、鞋、帽

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的店铺零售活动
5231     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

5232     服装零售

5233     鞋帽零售

5234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

5235     钟表、眼镜零售  

5236     箱、包零售

5237     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   指专门经营炊具、厨具、餐具、日用陶瓷、日

用玻璃器皿、塑料器皿、清洁用具和用品的店铺

零售活动，以及各种材质其他日用杂品的零售活

动

5238     自行车零售

5239     其他日用品零售   指专门经营小饰物、礼品花卉及其他未列明日

用品的店铺零售活动
52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文具、体育用品、图书、报刊、音

像制品、首饰、工艺美术品、收藏品、照相器材

及其他文化用品的店铺零售活动

5241     文具用品零售

5242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5243     图书、报刊零售

5244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

5245     珠宝首饰零售



5291     货摊食品零售   指流动货摊的食品零售活动

5292     货摊纺织、服装及鞋零售   指流动货摊的纺织、服装及鞋的零售活动

5293     货摊日用品零售   指流动货摊的日用品零售活动

5294     互联网零售   不包括在网络销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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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5     邮购及电视、电话零售   指通过邮政及电视、电话等通讯工具进行销

售，并送货上门的零售活动
5296     旧货零售

5297     生活用燃料零售   指从事生活用煤、煤油、酒精、薪柴、木炭以

及罐装液化石油气等专门零售活动
5299     其他未列明零售业

5246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指专门经营具有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艺品

、艺术品、古玩、字画、邮品等的店铺零售活动
5247     乐器零售

5248     照相器材零售

5249     其他文化用品零售   指专门经营游艺用品及其他未列明文化用品的

店铺零售活动
525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各种化学药品、生物药品、中药、

医疗用品及器材的店铺零售活动
5251     药品零售  

5252     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

526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

零售

  指专门经营汽车、摩托车、汽车部件、汽车零

配件及燃料的店铺零售活动
5261     汽车零售   指乘用车的零售

5262     汽车零配件零售

5263     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

5264     机动车燃料零售   指专门经营机动车燃料及相关产品（润滑油）

的店铺零售活动
527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电子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办公设备的店

铺零售活动

5271     家用视听设备零售   指专门经营电视、音响设备、摄录像设备等的

店铺零售活动
5272     日用家电设备零售   指专门经营冰箱、洗衣机、空调、吸尘器及其

他家用电器设备的店铺零售活动
5273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5274     通信设备零售   不包括专业通信设备的销售

5279     其他电子产品零售

528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

售

  指专门经营五金用品、家具和装修材料的店铺

零售活动，以及在家具、家居装饰、建材城（中

心）及展销会上设摊位的销售活动

5281     五金零售

5282     灯具零售

5283     家具零售

5284     涂料零售

5285     卫生洁具零售

5286     木质装饰材料零售   指专门经营木质地板、门、窗等店铺零售活

动，不包括板材销售活动
5287     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   指专门经营陶瓷、石材制地板砖、壁砖等店铺

零售活动
5289     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

529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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