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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产业用房准入目录

先进装备制造业

一、电力

1.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二、核能

1.高性能核燃料元件、MOX 元件、金属元件制造

2.核安保关键系统开发与设备制造

三、石油、天然气

1.液化天然气技术、装备开发与应用

四、有色金属

1.新能源、半导体照明、电子领域用连续性金属卷

材、真空镀膜材料、高性能铜箔材料

五、机械

1.高档数控机床及配套数控系统：五轴及以上联动数

控机床， 数控系统，高精密、高性能的切削刀具、量具量

仪和磨料磨具

2.具备运动控制功能和远程 I0 的可编程控制系统

（PLC),输 入输出点数 512 个以上，拥有独立的软件系

统、独立的通讯协议、 兼容多种通用通讯协议、支持实时

多任务、拥有多样化编程语言、拥有可定制化指令集等

3.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工业自动检测仪表，原位

在线成 份分析仪器，电磁兼容检测设备，智能电网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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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表（具有发送 和接收信号、自诊断、数据处理功能），

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低功耗各类智能传感器，可加密传感

器，核级监测仪表和传感器

4.用于辐射、有毒、可燃、易爆、重金属、二恶英等

检测分 析的仪器仪表，水质、烟气、空气检测仪器；药

品、食品、生化检 验用高端质谱仪、色谱仪、光谱仪、X

射线仪、核磁共振波谱仪、自动生化检测系统及自动取样

系统和样品处理系统

5.科学研究、智能制造、测试认证用测量精度达到微

米以上的多维几何尺寸测量仪器，自动化、智能化、多功

能材料力学性能测试仪器，工业 CT、三维超声波探伤仪等

无损检测设备，用于纳米观察测量的分辨率高于 3.0 纳米

的电子显微镜

6.城市智能视觉监控、视频分析、视频辅助刑事侦察

技术设备

7.矿井灾害（瓦斯、煤尘、矿井水、火、围岩噪声、

振动等） 监测仪器仪表和安全报警系统

8.综合气象观测仪器装备（地面、高空、海洋气象观

测仪器 装备，专业气象观测、大气成分观测仪器装备，气

象雷达及耗材等）、 移动应急气象观测系统、移动应急气

象指挥系统、气象计量检定设 备、气象观测仪器装备运行

监控系统

9.水文数据采集仪器及设备、水文仪器计量检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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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震、地质灾害监测仪器仪表

11.海洋观测、探测、监测技术系统及仪器设备

12.数字多功能一体化办公设备（复印、打印、传真、

扫描）、 数字照相机、数字电影放映机等现代文化办公设

备

13.高压真空元件及开关设备，智能化中压开关元件及

成套设备，使用环保型中压气体的绝缘开关柜，智能型

（可通信）低压电 器，非晶合金、卷铁芯等节能配电变压

器

14.智能焊接设备，激光焊接和切割、电子束焊接等高

能束流 焊割设备，搅拌摩擦、复合热源等焊接设备，数字

化、大容量逆变 焊接电源

15.合金钢、不锈钢、耐候钢高强度紧固件、钛合金、

铝合金 紧固件和精密紧固件；航空、航天、高铁、发动机

等用弹簧；高精 度传动联结件，大型轧机联结轴；新型粉

末冶金零件：高密度（≥ 7.0 克/立方厘米）、高精度、形

状复杂结构件；高速列车、飞机摩擦 装置；含油轴承；动

车组用齿轮变速箱，船用可变桨齿轮传动系统、 2.0 兆瓦

以上风电用变速箱、冶金矿山机械用变速箱；汽车动力总

成、工程机械、大型农机用链条；重大装备和重点工程配

套基础零部件

16.机器人及集成系统：特种服务机器人、医疗康复机

器人、 公共服务机器人、个人服务机器人、人机协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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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双臂机器人、 弧焊机器人、重载 AGV、专用检测与装

配机器人集成系统等。机器人用关键零部件：高精密减速

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全自主编程等高性能控制

器、传感器、末端执行器等。机器人共性技术：检验检测

与评定认证、智能机器人操作系统、智能机器人云服务平

台

17.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信息系统，智能物料搬运装

备，智能港口装卸设备，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等

18.制冷空调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热泵、复合热源。空

气源与 太阳能）热泵热水机、二级能效及以上制冷空调压

缩机、微通道和 降膜换热技术与设备、电子膨胀阀和两相

流喷射器及其关键零部件; 使用环保制冷剂（ODP 为 0、

GWP 值较低）的制冷空调压缩机

19.纳滤膜和反渗透膜纯水装备

20.智能配电网核心设备电力电子变压器技术开发与生

产

21.噪声与振动污染控制设备：声屏障、消声器、阻尼

弹簧隔振器

22.增材制造装备和专用材料

六、城市轨道交通装备

1.轨道车辆交流牵引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及核心元器

件（含 IGCT、IGBT、SiC 元器件），网络控制系统，永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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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电机，直流高速开关、真空断路器（GIS)、新型智能

开关器件

七、汽车

1.汽车关键零部件：汽油机增压器、电涡流缓速器、

液力缓速器、随动前照灯系统、LED 前照灯、数字化仪

表、电控系统执行 机构用电磁阀、低地板大型客车专用车

桥、空气悬架、吸能式转向系统、大中型客车变频空调、

高强度钢车轮、商用车盘式制动器、商用车轮胎爆胎应急

防护装置、转向轴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C-EPS )、转向齿

条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R-EPS)、怠速启停系 统、高效高

可靠性机电耦合系统；双离合器变速器（DCT)、电控 机械

变速器（AMT)、7 挡及以上自动变速器（7 挡及以上

AT )、无 级自动变速器（CVT)；高效柴油发动机颗粒捕捉

器；电控高压共 轨喷射系统及其喷油器；高效增压系统

（最高综合效率>55%)；废 气再循环系统；电制动、电动

转向及其关键零部件

2.轻量化材料应用：高强度钢（符合 GB/T20564

《汽车用高 强度冷连轧钢板及钢带》标准或 GB/T 34566

《汽车用热冲压钢板及 钢带》标准）、铝合金、镁合金、

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 合纤维等；先进成形技术

应用：3D 打印成型、激光拼焊板的扩大 应用、内高压成

形、超高强度钢板（强度≥980MPa、强塑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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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GPa%)热成形、柔性滚压成形等；环保材料应用：水性

涂料、 无铅焊料等

3.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高安全性能量型动力电池

单体（能量密度≥300Wh/kg,循环寿命≥ 1800 次）；电池

正极材料（比容量≥180mAh/g,循环寿命 2000 次不低于

初始放电容量的 80%),电池负极材料（比容量$500mAh/g,

循环寿命 2000 次不低于初始放电 容量的 80%),电池隔

膜。厚度≤12pm, 孔隙率 35%〜60%,拉伸强度 MD≥

800kgf/cm2，TD ≥800kgf/cm2 )；电池管理系统，电机

控制器，电动汽车电控集成；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系统。高

效区：85%工 作区效率≥80%),车用 DC/DC （输入电压

100V〜400V),大功率 电子器件（IGBT,电压等级

3750V,电流 3300A)；插电式混合动 力机电耦合驱动系

统；燃料电池发动机。质量比功率$350W/kg)、燃料电池

堆。体积比功率≥3kW/L)、膜电极(钼用量≤0.3g/kW)、质

子交换膜(质子电导率≥0.08S/cm)、双极板（金属双极板

厚度≤ 1.2mm,其他双极板厚度≤ 1.6mm)、低钼催化剂、

碳纸（电阻率≤ 3MQ cm)、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泵、氢

气引射器、增湿器、燃料电池控制系统、升压 DC/DC、

70MPa 氢瓶、车载氢气浓度传感器；电动汽车用热泵空

调；电机驱动控制专用 32 位及以上芯片(不少于 2 个硬件

内核，主频不低于 180MHz,具备硬件加密等功能，芯 片

设计符合功能安全 ASIL C 以上要求）；一体化电驱动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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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密度$2.5k_W/kg)；高速减速器（最高输入转速≥

12000rpm,噪声<75dB)

4.车载充电机（满载输出工况下效率≥95%)、双向车

载充电机、非车载充电设备（输出电压 250V-950V,电压

范围内效率≥88%)；高功率密度、高转换效率、高适用性

无线充电、移动充电技术及装备，快速充电及换电设施

5.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ECU)、变速

箱控制系统（TCU)、制动防抱死系统（ABS)、牵引力控制

（ASR)、电子稳定控制（ESC)、网络总线控制、车载故障

诊断仪（OBD)、电控智能悬架、电子驻车系统、电子油

门、车道保持辅助系统（LKA)、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S)、电控制动系统（EBS)、载货汽车用轴荷自动测

量系统等

6.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效车用内

燃机研发能力建设

7.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技术：传感器、车载芯片、

中央处 理器、车载操作系统和信息控制系统、车网通信系

统设备、视觉识 别系统、高精度定位装置、线控底盘系

统、智能车用安全玻璃；新 型智能终端模块、多核异构智

能计算平台技术、全天候复杂交通场 景高精度定位和地图

技术、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车用无线通信关 键技术、基

础云控平台技术；新型安全隔离架构技术、软硬件协同 攻

击识别技术、终端芯片安全加密和应用软件安全防护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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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无线 通信安全加密技术、安全通讯及认证授权技术、

数据加密技术；测 试评价体系架构研发，虚拟仿真、实车

道路测试等技术和验证工具, 整车级和系统级测试评价方

法，测试基础数据库建设

八、船舶

1.智能环保型船用中低速柴油机及其关键零部件、大

型甲板 机械、船用锅炉、油水分离机、海水淡化装置、压

载水处理系统、 船舶使用岸电技术及设备、液化天然气船

用双燃料发动机、吊舱推 进器、直翼舵桨推进装置、大型

高效喷水推进装置、大功率中高压发电机、船舶通讯导航

及自动化系统、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及关键设备、船舶尾气

处理装置、佘热回收系统、双金属气阀、大型船用垃 圾焚

烧炉、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货油系统等关键船用配套设备

九、航空航天

1.干线、支线、通用飞机及零部件开发制造

2.航空发动机开发制造

3.航空航天用新型材料开发生产

4.航空航天用燃气轮机制造

5.卫星、运载火箭及零部件制造

6.航空、航天技术应用及系统软硬件产品、终端产品

开发生产

7.无人机总体、材料、通信、控制系统等开发制造

8.航空航天用太阳能电池开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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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轻工

1.高效节能缝制机械（采用嵌入式数字控制、无油或

微油润滑等先进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开发制造

2.锂二硫化铁、锂亚硫酰氯等新型锂原电池；锂离子

电池、 氢镍电池、新型结构（双极性、铅布水平、卷绕

式、管式等）密封铅蓄电池、铅碳电池、超级电池、燃料

电池、锂/氟化碳电池等新型 电池和超级电容器

3.废旧电池资源化和绿色循 环生产工艺及其装备制造

4.锂离子电池自动化、智 能化生产成套制造装备；碱

性锌锰电池 600 只/分钟以上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成套制

造装备

5.高效节能电光源。高、低气压放电灯和固态照明产

品）技 术开发、产品生产及固汞生产工艺应用；废旧灯管

回收再利用

6.符合国家 1 级能效或 2 级能效家用电器开发与生产

7.轻量化玻璃瓶罐（轻量化度^1.0)工艺技术和关键装

备的开发与生产

8.先进的食品生产设备研发与制造；食品质量与安全

监测（检 测）仪器、设备的研发与生产

十一、纺织

1.智能化、高效率、低能耗纺织机械，关键专用基础

件、计 量、检测仪器及试验装备开发与制造

十二、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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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用航空

十三、公共安全与应急产品

1.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基地化后勤保障重点技术装

备

2.重大事故灾害智能无人应急救援关键技术装备四

十四、人工智能

1.人工智能芯片

2.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

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

十四、轻工

1.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制造

2.符合国家 1 级能效或 2 级能效家用电器开发与生产

3.釆用新型制冷剂替代氢氯氟烃-22(HCFC-22 或

R22 )的空调器开发、制造,采用新型发泡剂替代氢氯氟烃-

141b（HCFC-141b) 的家用电器生产

4.天然食品添加剂、天然香料新技术开发与生产

5.热带果汁、浆果果汁、谷物饮料、本草饮料、茶浓

缩液、茶粉、植物蛋白饮料等高附加价值植物饮料的开发

生产与加工原料基地建设；果渣、茶渣等的综合开发与利

用

6.冷凝式燃气热水器、使用聚能燃烧技术的燃气灶具

等高效节能环保型燃气具的开发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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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纺织

1.高档地毯、抽纱、刺绣产品生产

十六、信息产业

1.智能移动终端产品及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开发和制造

十七、体育

1.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研发及制造

十八、公共安全与应急产品

1.家用应急防护产品

十九、人工智能

1.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

二十、旅游业

1.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旅游装备设备，以及休

闲、登山、滑雪、潜水、探险等各类户外活动用品开发与

营销服务

新能源产业

二十一、新能源

1.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

技术开 发应用、逆变控制系统开发制造

2.氢能、风电与光伏发电互补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

3.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组件设计与制造

4.高效太阳能热水器及热水工程，太阳能中高温利用

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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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物燃油（柴油、汽油、航空

煤油） 等非粮生物质燃料生产技术开发与应用

6.生物质直燃、气化发电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

7.农林生物质资源收集、运输、储存技术开发与设备

制造；农林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设备、锅炉和炉具制造

8.能源路由、能源交易等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设备

9.移动新能源技术开发及应用

10.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发电互补技术开发及应用健康医

药产业

二十九、医药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开发和生产，天然药物开

发和生产，满足我国重大、多发性疾病防治需求的通用名

药物首次开发和生产，药物新剂型、新辅料、儿童药、短

缺药的开发和生产，药物生产过程中的膜分离、超临界萃

取、新型结晶、手性合成、酶促合成、连续反应、系统控

制等技术开发与应用，基本药物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及降低成本，原料药生产节能降耗减排技术、新型药物制

剂技术开发与应用。

2.重大疾病防治疫苗、抗体药物、基因治疗药物、细

胞治疗药物、重组蛋白质药物、核酸药物，大规模细胞培

养和纯化技术、大规模药用多肽和核酸合成、抗体偶联、

无血清无蛋白培养基培养、发酵、纯化技术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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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酶、碱性蛋白酶、诊断用酶等酶制剂，釆用现代生

物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

3.新型药用包装材料与技术的开发和生产（中性硼硅

药用玻 璃，化学稳定性好、可降解、具有高阻隔性的功能

性材料，气雾剂、 粉雾剂、自我给药、预灌封、自动混药

等新型包装给药系统及给药装置）。

4.濒危稀缺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开发，实验动物

标准化养殖及动物实验服务，先进农业技术在中药材规范

化种植、养殖中的应用，中药质量控制新技术开发和应

用，中药现代剂型的工艺技术，中药饮片炮制技术传承与

创新，中药经典名方的开发与生产, 中药创新药物的研发与

生产，中成药二次开发和生产，民族药物开 发和生产。

5.新型医用诊断设备和试剂、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

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高端放射治疗设备，电子内窥

镜、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外科设备，新型支架、假体等高端

植入介入设备与材料及增材制造技术开发与应用，危重病

用生命支持设备，移动与远程诊疗设备，新型基因、蛋白

和细胞诊断设备。

6.高端制药设备开发与生产，透皮吸收、粉雾剂等新

型制剂生产设备，大规模生物反应器及附属系统，蛋白质

高效分离和纯化设备，中药高效提取设备，药品连续化生

产技术及装备。

三十、信息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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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电子、健康电子、生物电子、汽车电子、电力

电子、金融电子、航空航天仪器仪表电子、图像传感器、

传感器电子等产品制造。

三十一、公共安全与应急产品

1.重大流行病、新发传染病检测试剂和仪器

2.公共场所体温异常人员快速筛查设备

3.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防护用品开发与应用

4.航空应急医疗系统，机动医疗救护系统，卫生应急

消毒供 应装备，生命支持、治疗、监护一体化急救与后送

平台

5.疫情疫病检疫处置技术及装备

数字产业

三十二、信息产业

1.集成电路设计，线宽 0.8 微米以下集成电路制造，

及球栅阵列封装（BGA）、插针网格阵列封装（PGA）、

芯片规模封装（CSP）、多芯片封装（MCM)、栅格阵列

封装（LGA）、系统级封装（SIP）、倒装封装（FC）、晶

圆级封装（WLP）、传感器封装（MEMS）等先进封装与

测试

2.集成电路装备制造

3.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频率元器件、混合

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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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新型机电元件、高密度印刷电路板和柔性电路板

等）制造

4.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

件、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

新型机电元件、高频微波印制电路板、高速通信电路板、

柔性电路板、高性能覆铜板等）等电子产品用材料

5.半导体照明设备，光伏太阳能设备，片式元器件设

备，新型动力电池设备，表面贴装设备（含钢网印刷机、

自动贴片机、无 铅回流焊、光电自动检查仪）等

6.智能移动终端产品及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开发和制造

7.半导体照明衬底、外延、芯片、封装及材料（含高

效散热覆铜板、导热胶、导热硅胶片）等

三十三、人工智能

1.工业互联网、公共系统、数字化软件、智能装备系

统集成化技术及应用

2.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语音语义图

像识别、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3.无人自主系统等典型行业应用系统

4.人工智能标准测试及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5.智能人机交互系统

6.智能医疗，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

7.智能安防，视频图像身份识别系统高技术服务业

三十四、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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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电保护技术、电网运行安全监控信息技术开发与

应用。

2.大型电站及大电网变电站集约化设计和自动化技术

开发与应用。

3.跨区电网互联工程技术开发与应用。

4.输变电节能、环保技术推广应用。

5.降低输、变、配电损耗技术开发与应用。

6.分布式供电及并网（含微电网）技术推广应用。

7.水力发电中低温水恢复措施工程、过鱼措施工程技

术开发与应用。

8.大容量电能储存技术开发与应用。

三十五、建筑

1.工厂化全装修技术推广

2.移动式应急生活供水系统开发与应用

3.建筑信息模型（BIM）相关技术开发与应用

4.装配式钢结构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的研发及推广

三十六、城镇基础设施

1.城市高精度导航、高精度遥感影像和三维数据生产

及关键技术开发

2.依托基础地理信息资源的城市立体管理信息系统

3.城市建设管理信息化技术应用

4.城市生态系统关键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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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节水技术开发与应用 18、城市照明智能化、绿

色照明产品及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

6.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产品开发与应用

7.基于大数据、物联网、GIS 等为基础的城市信息模

型（CIM）相关技术开发与应用

三十八、综合交通运输

1.综合交通枢纽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

2.旅客联程运输设施设备、票务一体化、联运产品的

研发推广应用

三十九、信息产业

1.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发及服务，网络

设备、芯 片、系统以及相关测试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2.软件开发生产。含民族语言信息化标准研究与推广

应用）

3.数字化系统（软件）开发及应用：智能设备嵌入式

软件、集散式控制系统（DCS）、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数据采集与监控（SCADA）、先进控制系统

（APC）等工业控制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ES），能源

管理系统（EMS）、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辅助工程

（CAE）、工艺规划（CAPP）、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PLM）、建筑信息模型（BIM）系统、工业云平台、工

业 APP 等工业软件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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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系统开发与应用服务 43、数字

音乐、手机媒体、动漫游戏等数字内容产品的开发系统

5.防伪技术开发与运用

6.大数据、云计算、信息技术服务及国家允许范围内

的区块 链信息服务

7.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全硬件设备制造与软件

系统开发及集成创新应用，工业互联网设备安全、控制安

全、网络安全、平台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技术产品研发及

应用，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与改造，标识解析体系建设与

推广，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及应用

8.灾害现场信息空地一体化获取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

四十、现代物流业

1.农产品、食品、药品冷链物流，食品、药品物流质

量安全控制技术服务

2.现代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3.物流信息服务技术、货物跟踪识别定位技术、智能

仓储分 拣配送技术、物流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四十一、金融服务业

1.普惠金融产品研发和应用

2.知识产权、收益权等无形资产贷款质押业务开发

3.金融监管技术开发与应用

4.创业投资 10、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产品研发、应用

和服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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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融资担保服务、融资租赁服务

四十二、科技服务业

1.工业设计、气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

环保、测绘、海洋等专业科技服务，标准化服务、计量测

试、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普及

2.在线数据与交易处理、IT 设施管理和数据中心服

务，移动互联网服务，因特网会议电视及图像等电信增值

服务

3.行业（企业）管理和信息化解决方案开发、基于网

络的软件服务平台、软件开发和测试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咨询、运营维护和数据挖掘等服务业务

4.数字音乐、手机媒体、网络出版等数字内容服务，

地理、国际贸易等领域信息资源开发服务

5.数字化技术、高拟真技术、高速计算技术等新兴文

化科技支撑技术建设及服务

6.分析、试验、测试以及相关技术咨询与研发服务，

智能产品整体方案、人机工程设计、系统仿真等设计服务

7.在线数据处理和数据安全服务，数据恢复和灾备服

务，信息安全防护、网络安全应急支援服务，云计算安全

服务，大数据安全服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认证与咨询

服务，信息装备和软件安全评测服务，密码技术产品测试

认证服务，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方案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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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科技信息交流、文献信息检索、技术咨询、技术孵

化、科技成果评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和科技鉴证等

服务

9.知识产权代理、转让、登记、鉴定、检索、分析、

评估、运营、认证、咨询和相关投融资服务

10.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等技

术先进型服务

11.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体验验证服务

12.工业服务：现代高端装备的维护与维修、数字化产

线改造与集成、工业服务网络平台、工业电商、智能装备

远程运维管理系统、智慧工厂设备监测诊断平台、预测性

维护系统、专业维修服务和供应链服务、工业管理服务

（包括设备运维管理咨询、设备运维与管理服务、工业

APP 和设备管理软件(SaaS)）、数据及数字化服务

（PaaS、 IaaS、数据分析服务和其它创新数据服务）

13.网络安全集成、安全维护、安全运营、风险评估、

教育培训、咨询、应急响应等安全服务

14.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维护、租赁等

15.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营维护服务、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

服务及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四十三、商务服务业



21

1.经济、管理、信息、会计、税务、审计、法律、节

能、环保等咨询与服务

2.工程咨询服务（包括规划咨询、项目咨询、评估咨

询、全过程工程咨询）

3.资产评估、校准、检测、检验等服务

4.广告创意、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等广告

服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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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邮政业

1.快件跟踪查询、自动分拣、运递调度、快递客服呼

叫中心等快递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

2.数据采集、集装容器、智能终端、智能化仓储、自

动分拣、机械化装卸、冷链快递、AGV、无人机、无人车

和绿色包装等快递技术装备的研发与应用

3.邮件快件运输与交通运输网络融合及多式联运、运

营平台等技术开发与应用

四十五、教育

1.互联网+教育，远程教育

四十六、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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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医疗大数据应用

2.卫生咨询、医疗知识等医疗信息服务和健康管理服

务

四十七、文化

1.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含数字文化创

意技术 装备、数字文化创意软件、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制

作、新型媒体服务、 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动漫

创作、制作、传播、出版、衍 生产品开发

2.电影数字化服务和监管技术开发及应用

3.语言文字技术开发与应用

四十八、其他服务业

1.开发区、产业集聚区配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

四十九、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1.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开发与利用

2.电网、信息系统电磁辐射控制技术开发与应用

3.削减和控制二恶英排放的技术开发与应用

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类产品的替代品开发与应用

5.废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类产品处置技术开发与应用

6.“三废”综合利用与治理技术、装备和工程

7.废水零排放，重复用水技术应用 19、高效、低能耗

污水处理与再生技术开发

8.废物填埋防渗技术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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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节能、节水、节材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开

发、应用 及设备制造；为用户提供节能、环保、资源综合

利用咨询、设计、 评估、检测、审计、认证、诊断、融

资、改造、运行管理等服务

10.高效、节能、环保采矿、选矿技术。药剂）；低品

位、复 杂、难处理矿开发及综合利用技术与设备

11.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及有价元素提取

12.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土壤修复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13.削减和控制重金属排放的技术开发与应用

14.工业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

15.有毒、有机废气、恶臭高效处理技术

16.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17.挥发性有机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末端治理及监测技

术

18.废硫酸裂解回收技术

五十、公共安全与应急产品

1.气象、地震、地质、海洋、水旱灾害、城市及森林

火灾灾 害监测预警技术开发与应用

2.生物灾害、动物疫情监测预警技术开发与应用

3.堤坝、尾矿库安全自动监测报警技术开发与应用

4.煤炭、矿山等安全生产监测报警技术开发与应用

5.公共交通工具事故预警技术开发与应用

6.水、土壤、空气污染物快速监测技术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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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食品药品安全快速检验技术、仪器设备开发及应用

8.交通安全、城市公共安全、恐怖袭击安全、网络与

信息系 统安全、警用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工程施工安

全、火灾、重大危 险源安全监控监测预警系统、产品技术

开发与应用

9.危险化学品安全监测技术开发与应用

10.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防护用品开发与应用

11.雷电灾害新型防护技术开发与应用

12.基于北斗导航卫星的安全监测系统

13.矿山数字化技术开发与应用，安全生产模拟实训技

术开发与应用，细粒尾矿模袋法堆坝安全技术

14.地震灾害信息快速获取技术开发与应用，地震活动

断层探 测技术开发及应用

15.煤矿突水水源快速判别技术开发与应用

16.防汛抗旱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

五十一、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服务业

1.人力资源招聘、就业和创业指导，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务代理，人力资源培训、劳务派遣、人力资源测

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服务外包、高级人才寻

访、人力资源信息软件服务等人力资源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