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泛深入开展向吴斌学习活动
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

为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战略部署，积极倡导以“务实、守

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省委、省

政府决定在全省各行各业广泛深入地开展向吴斌同志学

习活动。

5月 29 日，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二公司司

机吴斌驾驶大客车行驶在高速路上，被突如其来撞破挡风

玻璃的刹车毂铁块击中，胸部腹部受到重创。 但他强忍剧

痛，将车停稳，车上 24 名乘客安然无恙，他却因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他的英雄壮举，充分展示了一位普通

劳动者不平凡的人生境界， 生动诠释了一名司机舍己为

人、爱岗敬业、乐于助人的崇高精神，树立了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光辉榜样。

省委、省政府指出，向吴斌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在面临

生命危险的紧要关头舍己为人、 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学

习他在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职业操守；学习

他乐于助人、视乘客为亲人的大爱情怀。

省委、省政府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把开展向吴斌同志学习活动与贯彻落实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紧密

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要通

过多种形式深入宣传吴斌同志先进事迹，在全社会营造讴

歌、礼敬、关爱、学习时代楷模的浓厚氛围，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强化责任从严监管 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夏宝龙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

7 月 11 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

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夏宝龙在会上强调，食品药

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经济

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责

任重于泰山，要始终绷紧质量安全这根弦，进一步加大治

理力度，强化职责落实，以整顿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全

面提高我省食品药品安全水平，确保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龚正，副省长郑继伟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我省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情况的汇报。

在认真听取汇报后，夏宝龙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党

委、政府对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高度重视，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认真履行职责， 广大食品药品企业严格加强质量管理，

全省食品药品质量安全情况保持了总体良好态势。 但我们

也要清醒看到， 当前影响食品药品安全的隐患仍不少，我

省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阶

段。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

发，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毫不动摇地抓好食品药品安全整治监管工作。

夏宝龙强调，在对待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上，我们决不

能有丝毫的姑息和容忍，必须用铁的手腕进一步加大治理

力度，坚持用重典、出重拳，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舆

论等多种手段，以“快刀利剑”依法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

违法犯罪行为。 要正确处理依法整治与促进发展的关系，

寓整治于服务之中，以整顿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加快推

动我省食品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要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和

职责落实，抓紧建立健全“各级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

其责、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全面提高我省食

品药品安全水平。 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作用，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形成执

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形成群防群控的强大社会

合力。

夏宝龙强调，当前正值盛夏时节，各级各部门尤其要

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责

任链，实现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无缝监管，确保群众安然度

夏。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86 期) 1

卷 首

●本报编辑部

推动科技经济紧密结合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
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科
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动力。 为此，我们要抓住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试点省建设的机遇，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
合这一根本问题，突出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
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两个关键环节，坚持产学
研结合，强化以“转化实绩”为标准的评价导向，
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着
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努力推
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
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
变。

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
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努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要强化创新型企业建设，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
主体地位，积极引导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 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
创新活动的主体、成果转化运用的主体，实现产
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一体提升。 要加快建立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重点产
业转型升级，择优确定若干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开
展试点，大力推进产业资本、风险资本和智力资
本的融合， 鼓励支持龙头骨干企业以股份制、理
事会等多种形式，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快建
立一批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创新链上
下游的对接与整合。 要研究制定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的激励政策，明确产业特别是工业与科技结合
的主攻方向，加大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的支持力度，围绕重点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实施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等十大科技成果转
化工程，推进“智能、低碳、安全、服务与制造融
合”的制造业加快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努力在共

性核心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 加快推动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
科学考评体系，向研发基地、总部基地转型发展。
强化创新型城市创建，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使全
省三分之一以上的设区市达到国家创新型试点城
市标准，一半以上的县（市、区）进入创新型县（市、
区）行列。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实施一批重大科技
专项，加大技术引进消化力度，努力突破一批共性
核心技术，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

要大力创新科研的体制机制，加快集聚以人
才为核心的优质创新资源。 要创新科研、人才评
价机制，对人才、科研成果的评价，既要有理论成
果，更要有实践成果，把发明专利、推广运用和转
化实效作为重要评价依据。 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提
供有效的载体。 要进一步加大引智引才力度，充
分发挥海内外浙商的作用， 引进国内外知名高
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高端人才。 要研究出台有
利于人才引进和创业的政策。 要创新科技资源配
置机制，科技资源配置必须围绕企业这一创新主
体，重大科技专项要有企业参与，帮助企业尽快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要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强化
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科技资源开放共
享，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 要创新知识产权保
护、创造和运用机制。

要加大科技投入，努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
环境。 要建立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调整和优
化科技投入结构，各级政府要确保到2015年财政
科技投入增幅比财政收入增幅高出1个百分点以
上。 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改进机关作风，提
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效率。 要大力宣传自主创新典
型企业和杰出人才，倡导敢于冒险、追求成功、宽
容失败的创新理念，形成勇于创新、尊重创造、开
放包容、崇尚竞争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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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统计局等部门
关于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统计监测办法（试行）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统计局、省发改委、省海洋与渔业局制定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统计监测办法（试

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统计监测办法（试行）
省统计局　 省发改委　 省海洋与渔业局

　 　 为加快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圆满完成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任务，及时监测

评估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运行情况，为各级党委、政

府和有关单位提供决策服务，根据国务院批复的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国函〔２０１１〕１９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

展试点工作方案》（发改地区〔２０１１〕５６７ 号）要
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监测对象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所指的规

划区，包括浙江全部海域和杭州、宁波、温州、嘉

兴、绍兴、舟山、台州等 ７ 个涉海市。
二、监测内容

主要包括海洋经济价值量指标、海洋经济实

物量指标和国民经济其他相关指标。

海洋经济价值量指标是指以海洋及相关产业

增加值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见表 １），反映海洋经
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海洋经济实物量指标是指从不同侧面反映海

洋经济的相关辅助指标，如港口吞吐量、水路运输

货物周转量、海洋捕捞产量、海水养殖面积等（见

表 ２）。
国民经济其他相关指标是指与海洋经济相关

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比如：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等（见表 ３）。

三、监测指标上报方式

海洋经济价值量监测指标由省及 ７ 个涉海市

统计局和海洋与渔业局为主负责测算，其他相关

部门配合，７ 个涉海市数据由各市统计局和海洋
与渔业局于 ７ 月底前上报省统计局和省海洋与渔
业局；海洋经济实物量监测指标和国民经济其他

相关指标由省级有关部门和 ７ 个涉海市相关部门
根据现有统计资料整理提供同级发改委 （海经

办）和统计部门，各市发改委 （海经办）和统

计局于 ５ 月底前上报省发改委 （海经办）和省

统计局。试行期间统计监测指标按年提供 （从

２０１１ 年度起）。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对主要统
计监测指标按半年提供，具体办法由省统计局另

行下发。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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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浙江省海洋经济价值量监测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总产出 增加值

按海洋经济三次产业划分

海洋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涉海工业

　 　 涉海建筑业

第三产业

　 　 海洋港口运输业

　 　 滨海旅游业

　 　 海洋批零贸易业

　 　 海洋服务业

按海洋经济活动

性质划分

海洋经济

核心层

海洋主要产业

　 　 海洋渔业

　 　 海洋水产品加工

　 　 海洋油气业

　 　 海洋矿业

　 　 海洋盐业

　 　 海洋化工业

　 　 海洋生物医药业

　 　 海洋电力业

　 　 海水利用业

　 　 海洋船舶工业

　 　 海洋工程建筑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

　 　 滨海旅游业

海洋经济

支持层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海洋经济

外围层

海洋相关产业合计

　 　 海洋农林业

　 　 海洋设备制造业

　 　 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

　 　 涉海建筑与安装业

　 　 海洋批发与零售业

　 　 涉海服务业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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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浙江省海洋经济实物量监测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实物量 资料提供单位

海洋捕捞产量 万吨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水养殖产量 万吨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水养殖面积 公顷 省海洋与渔业局

水产品年实际加工量 万吨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洋机动渔船数量 艘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洋机动渔船吨位 万吨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水淡化能力 万吨 ／日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洋废弃物倾倒量 万立方米 省海洋与渔业局

重点入海排污口污水入海量 万吨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洋保护区数量 个 省海洋与渔业局

海洋保护区面积 平方公里 省海洋与渔业局

造船完工量 艘 ／载重吨 省经信委

船舶修理完工量 艘 ／载重吨 省经信委

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省交通运输厅

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万 ＴＥＵ 省交通运输厅

水路运输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省交通运输厅

　 　 沿海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省交通运输厅

　 　 远洋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省交通运输厅

沿海港口数量 个 省交通运输厅

沿海港口码头长度 米 省交通运输厅

沿海港口泊位数 个 省交通运输厅

沿海港口万吨级泊位数 个 省交通运输厅

接待国内外游客数 万人次 省旅游局

盐田总面积 公顷 省盐务管理局

盐田生产面积 公顷 省盐务管理局

滩涂围垦面积 万亩 省水利厅

重点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 万吨 省环保厅

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 万吨 省环保厅

当年竣工污染治理项目数 个 省环保厅

建设用地总面积 公顷 省国土资源厅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省国土资源厅

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公顷 省国土资源厅

船舶进出港 艘次 浙江海事局

登记海船数量 艘 ／总吨（吨） 浙江海事局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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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安全管理规则的公司数 家 浙江海事局

实施安全管理规则的船舶数 艘 浙江海事局

经备案的游船俱乐部数量 个 浙江海事局

登记游艇数量 艘 浙江海事局

船员服务机构数量 家 浙江海事局

船员培训机构数量 家 浙江海事局

浙江籍海员数量 人 浙江海事局

新增船舶建造检验数 艘 ／总吨 浙江海事局

表 ３　 　 　 　 　 　 国民经济其他相关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价值量 资料提供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省统计局

　 第一产业 亿元 省统计局

　 第二产业 亿元 省统计局

　 　 工业 亿元 省统计局

　 　 建筑业 亿元 省统计局

　 第三产业 亿元 省统计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省统计局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省统计局

　 涉海基础设施投资额 亿元 省发改委

　 涉海产业投资额 亿元 省发改委

财政总收入 亿元 省财政厅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省财政厅

税收总收入 亿元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进出口总额 亿元 杭州海关

　 出口额 亿元 杭州海关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核定渔民人均纯收入 元 省海洋与渔业局

　 　 四、海洋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
海洋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指标测算难度较大，

必须明确海洋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核算范围、行

业界定、资料采集、测算方法等内容。

（一）海洋经济的范围。海洋经济是开发、利

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

活动的总和。可以分为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

业。海洋产业是指为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所进

行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１）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活
动；

（２）直接从海洋中获取的产品的一次加工生
产和服务活动；

（３）直接应用于海洋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产品
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４）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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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５）与海洋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教育、管理
和服务活动。

海洋相关产业是以各种投入产出为联系纽

带，与海洋产业构成技术经济联系的产业。

（二）海洋经济的行业划分。海洋资源的多

样性决定了海洋开发活动的复杂性，因此，海洋经

济统计与核算应包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覆盖国

民经济的一、二、三产业。根据国家海洋局制定的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要求，对我省海洋经济三

次产业作如下划分：

海洋第一产业：包括海水养殖、海洋捕捞等海

洋渔业和海洋渔业服务业，在海涂开展的农、林业

种植活动，以及为农、林业生产提供相关服务的活

动。

海洋第二产业：包括海洋自然资源开采、海水

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保健品制造业、海洋原油加

工业、海洋化工产品制造业、海洋矿产品加工业、

海洋渔具、渔具材料及渔用机械制造业、海洋船舶

制造和修理业、其他海洋设备制造业、海洋电力及

海水利用业等；沿海码头土木工程建筑、线路及管

道安装、跨海桥梁建筑等活动，为滨海旅游等服务

的房屋建筑业、装修装饰业等海洋建筑业。

海洋第三产业：包括以海水、海水产品或海洋

空间为生产过程要素的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零

售贸易及餐饮业，为生产生活服务的滨海旅游业，

为涉海部门生产生活服务的金融业、环境保护、海

洋气候、海洋地质勘查等服务业，与海洋经济密切

相关的科学研究、教育、社会服务和管理等活动。

按海洋经济的活动性质划分，可以分为两类

３ 个层次。
第一类：海洋产业，包括主要海洋产业和海洋

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主要海洋产业为海洋经济

核心层，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为海洋经济支

持层。

第二类：海洋相关产业，海洋相关产业为海洋

经济外围层。

（三）海洋经济资料的采集及测算思路。

１ 总体思路。海洋经济统计范围广、涉及面
宽，又具有行业统计的特点，因此，海洋经济统计

数据采集要采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与科学推算

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既依靠现有行业统计资料，包

括各部门、各单位的统计、财务、业务资料，又要对

不足部分进行小型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

２ 具体思路。
（１）海洋第一产业资料的采集和测算。海洋

第一产业由海洋渔业、滩涂种植业、滩涂林业组

成，其中海洋渔业是主要组成部分。海洋渔业总

产出取自农业统计资料，增加值可参考渔业增加

值率，再结合海洋渔业生产情况确定。

（２）海洋第二产业资料的采集和测算。海洋
第二产业包括海洋工业和海洋建筑业。

①海洋工业总产出和增加值分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和个体户 ３ 部分测算。

在经济普查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

以下工业企业直接利用按行业小类划分的财务资

料测算；个体户以分行业大类的总产出和增加值

为基础，按照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分行业小类的比

重推算个体户分小类的数据。在非经济普查年

度，规模以上工业可直接利用工业统计年报等财

务资料计算分行业小类增加值；规模以下工业企

业及个体户则通过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分行业大类

增加值，再按普查年度规模以下各行业小类比重

进行推算。

测算出海洋工业分行业小类的总产出和增加

值之后，还需通过专业统计数据或抽样调查、重点

调查资料确定行业调整系数，计算其中属于海洋

经济的部分。系数确定方法：（１）利用工业生产
报表，从一个行业小类中分离出生产海洋相关产

品的产值，计算其占整个行业的比重；（２）利用投
入产出表，计算某一行业对海洋相关行业的投入

占其总产出的比重。

②海洋建筑业总产出和增加值数据的测算，
首先要利用建筑业统计年报财务资料分别计算房

屋工程建筑、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水利

和港口工程建筑、工矿工程建筑、架线和管道工程

建筑、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的总产出和增加

值，再通过抽样调查或重点调查及投资项目等相

关资料推算海洋建筑业所占比重，并以此为基础

测算全省海洋建筑业总产出和增加值。

（３）海洋第三产业资料的采集和测算。
①海洋交通运输业资料的采集和测算。在经

济普查年度，海洋交通运输仓储业分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的交通运输企业、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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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运输单位、个体户和产业活动单位 ４ 部分
测算。按照经济普查年度 ＧＤＰ 核算方案的要求，
分别测算城市轮渡、水上运输业、装卸搬运和其他

运输服务业、仓储业、物业管理业、公路管理与养

护。其中涉海部分利用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资料

确定系数。在非经济普查年度，主要利用服务业

调查年报等专业统计数据和部门统计相关指标测

算海洋交通运输仓储业总产出和增加值数据。

②滨海旅游业资料的采集和测算。滨海旅游
业不仅仅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的旅游业，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其总产出和增加值测算

涉及滨海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要分别测

算滨海旅游产业相关行业的总产出和增加值，即：

以全省旅游产业的有关测算资料为依据，收集沿

海城市的旅游资料（如沿海城市的交通运输业占

全省比重、沿海城市的住宿餐饮业占全省比重、沿

海城市的零售业占全省比重等），推算沿海城市

的旅游产业资料，再根据抽样调查等资料确定系

数，推算沿海城市的滨海旅游产业总产出和增加

值。

③海洋批发和零售业资料的采集和测算。海
洋批发和零售业主要是指海洋商品在流通过程中

的批发活动和零售活动。其总产出和增加值的测

算，需按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限额以下批发

和零售企业、个体户分别测算。在经济普查年度，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和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企业

直接利用按行业小类划分的财务资料测算；个体

户以分门类的总产出和增加值为基础，按限额以

下批发零售企业分行业小类的比重推算个体户分

小类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根据抽样调查或重点

调查资料，确定涉海批发零售业的比例系数。在

非经济普查年度，利用年报等财务资料测算限额

以上、限额以下及个体户的批发零售业总产出和

增加值，再利用普查年度涉海的批发零售业所占

比重进行推算。

④海洋服务业资料的采集和测算。海洋服务
业包括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服务、

海洋保险与社会保障业、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

服务业、海洋地质勘查业、海洋环境保护业、海洋

教育、海洋管理、海洋社会团体与国际组织等海洋

服务业。在经济普查年度，按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和个体户分别收集这些行

业的财务资料，并按普查年度 ＧＤＰ 核算方案的要
求进行测算。在非经济普查年度，限额以上法人

单位资料主要取自服务业统计年报财务资料，限

额以下及个体户资料利用抽样调查资料以及经济

普查资料进行推算。

测算出分行业的总产出和增加值后，再根据

抽样调查或重点调查资料确定行业调整系数，分

离出海洋服务业的总产出和增加值。

（四）海洋经济总产出和增加值测算方法。

１ 总产出。海洋经济总产出是反映一定时
期内海洋经济总体发展规模和水平的总量指标。

它是指海洋经济单位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

值，既包括新增价值，也包括转移价值。行业不

同，总产出的计算方法也不同：

（１）海洋第一产业总产出 ＝总产值。
（２）海洋工业总产出 ＝总产值 ＋本年应交增

值税。

（３）海洋建筑业总产出 ＝建筑业总产值。
（４）海洋批发和零售业总产出 ＝销售毛利 ＋

应交增值税。

（５）海洋交通运输业总产出 ＝本行业法人企
业总产出 ＋本行业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法人
单位总产出 ＋其他行业附属的本行业产业活动单
位总产出 －本行业附属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
总产出 ＋本行业个体经营户总产出；

本行业法人企业总产出 ＝营业收入。
（６）海洋金融业总产出 ＝银行业总产出 ＋保

险业总产出 ＋其他金融活动总产出；
银行 ／保险业总产出 ＝银行 ／保险企业总产出

＋银行 ／保险业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
位总产出；

其他金融活动总产出 ＝执行银行会计制度的
其他金融活动企业总产出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
其他金融活动企业总产出。

（７）服务业总产出 ＝本行业法人企业总产出
＋本行业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总产
出 ＋其他行业附属的本行业产业活动单位总产出
－本行业附属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总产出 ＋
本行业个体经营户总产出；

服务业企业总产出 ＝营业收入。
（８）以上各行业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法

人单位总产出 ＝经常性业务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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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结余；
其中，经常性业务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商

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抚恤金
－生活补助 －救济费 －助学金。
固定资产折旧 ＝ 固定资产原价 × 折旧率

（４％）；
经营结余 ＝经营收入 －经营支出。
（９）以上各行业个体户总产出 ＝营业收入。
海洋经济总产出为以上各涉海行业总产出汇

总。

２ 增加值。海洋经济增加值是海洋经济各
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之和，反映了海

洋经济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增加值等于总产出扣除

中间消耗后的差额。其计算公式：增加值 ＝总产
出 －中间消耗；

从收入的角度看，增加值是海洋经济单位的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

余之和。其计算公式：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固
定资产折旧 ＋生产税净额 ＋营业盈余。

在海洋经济行业增加值核算中，主要采用收

入法进行计算。

（１）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从事海洋经济活
动所应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应得的工资、奖

金和津贴，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实物形式的，还

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

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等。

（２）固定资产折旧。指海洋经济单位在一定
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

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核算

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它

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价值。

（３）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
差额。生产税指政府对海洋经济单位从事生产、

销售和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

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

税、附加费和规费。海洋经济单位从政府得到的

补贴应作负税处理。

（４）营业盈余。指海洋经济单位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所得的营业利润。通常把常住单位创造的

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

折旧后的余额作为营业盈余。

汇总各涉海行业增加值得到海洋生产总值。

五、指标解释

１ 财政总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２０１２ 年
起改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四税（增

值税的 ７５％部分，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的 ６０％部
分，个人所得税的 ６０％部分）之和。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区一般预算收入

（２０１２ 年起改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直接归属
地方政府的收入。包括：国内增值税的 ２５％部
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 ４０％部分，个人所得税
的 ４０％部分，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
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

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其他地方各税，以及包括

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

其他收入在内的非税收入。

２ 税收总收入：指国税总收入和地税收入总
计。

国税总收入：大浙江当年累计国税总收入，包

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国税征收企业所得

税、储蓄利息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和海关代征

增消两税。

地税收入：地税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合计，包

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

地增值税、车船税、烟叶税、契税、耕地占用税。

３ 核定渔民人均纯收入：根据渔村中每人当
年得到的个人分配收入和渔民家庭收支调查样本

户个人纯收入进行核定。

４ 海洋捕捞产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
域中捕捞的各种天然水生动植物的产量。包括：

各种鱼、虾、蟹、贝、藻类等天然海水动植物的捕捞

产量。

５ 海水养殖产量：利用海水养殖的各种鱼、
虾、蟹、贝、珍珠、藻类等水生动植物的产量。

６ 海水养殖面积：利用天然海水养殖水产品
的水面面积，包括海上养殖、滩涂养殖和其他养

殖。

７ 水产品年实际加工量：以水产品为原料，
采用各种食品贮藏加工、水产综合利用技术和工

艺所生产的产品。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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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海洋机动渔船数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事渔业生产或为渔业生产服务、并依靠本船主机

动力来推进的渔业船舶数量，分渔业生产船和渔

业辅助船。

９ 海洋机动渔船吨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事渔业生产或为渔业生产服务、并依靠本船主机

动力来推进的渔业船舶吨位数量，分渔业生产船

和渔业辅助船。

１０ 海水淡化能力：我省沿海及海岛地区，依
靠各类海水淡化技术投产形成的海水淡化装置

（包括以向大陆、海岛供水为主的海水淡化船）直

接利用海水和亚海水，形成的淡水生产能力。

１１ 造船完工量：报告期内交付船东的船舶
数量（艘）和载重吨。

１２ 船舶修理完工量：报告期内船舶修理和
改装业务数量（艘）和载重吨。

１３ 港口货物吞吐量：报告期内经由水路进、
出港区范围并经过装卸的货物数量。包括邮件、

办理托运手续的行李、包裹以及补给运输船舶的

燃料、物料和淡水。

１４ 标准集装箱吞吐量：报告期内由水路进、
出港区范围并经装卸的集装箱数量。按集装箱的

实际箱数和折合为 ２０ 英尺集装箱（ＴＥＵ）数计算。
１５ 水路运输货物周转量：指在一定时期内，

由水路运输工具运送的货物数量与其相应运输距

离的乘积之总和，是反映水路运输业生产总成果

的重要指标。通常以吨公里为计算单位。水路运

输货物周转量可分为沿海、远洋运输货物周转量。

１６ 沿海港口数量：报告期末港口的实际数
量。

１７ 沿海港口码头长度：报告期末港口用于
停系靠船舶，进行货物装卸和上下旅客地段的实

际长度。包括固定的、浮动的各种形式码头的泊

位长度。对固定式码头，计算顺水域自码头的一

端至另一端的全部长度。对浮动式码头，只计算

其本身的正面长度，不包括浮动式码头的两端及

内档和各种护岸、自然岸坡的长度。

１８ 沿海港口泊位数：报告期末泊位的实际
数量。

１９ 沿海港口万吨级泊位数：报告期末万吨
级泊位的实际数量。

２０ 接待国内外游客数：任何为休闲、娱乐、

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

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离开常住国

（或常住地）到其他国家（或地方），其连续停留时

间不超过 １２ 个月，并且在其他国家（或其他地
方）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报酬

的人。游客不包括因工作或学习在两地有规律往

返的人。游客按出游地分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

按出游时间分过夜游客和一日游游客。

２１ 盐田总面积：盐场范围内的土地面积，包
括盐田生产面积、纳潮河、输送海水的渠道、排淡

浦、咸水库、道路、公用原盐堆场、扬水机站、盐业

建筑物、边角地、零星闲置土地、由盐田改建的养

殖塘等占地面积。

２２ 盐田生产面积：直接用于生产的盐田面
积，包括滩头水库、制卤区的全部蒸发池和调节

池、结晶池、保卤池、排淡沟、回收卤池、化卤池、盐

坨、滩管房等占地面积。

２３ 滩涂围垦面积：调查年度内圈围堵口并
达到度汛标准的滩涂面积。

２４ 重点工业废水直排入海量：重点调查的
工业企业污水直接排入海洋的水量。

２５ 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将所产生的
固体废物倾倒或丢弃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或

场所以外的量。

２６ 当年竣工污染治理项目数：年内正式施
工的且没有纳入“三同时”项目管理的老工业源

污染治理投资项目，以及本年完成“三同时”环境

保护竣工验收的工业类建设项目合计数。

２７ 海洋废弃物倾倒量：通过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的，倾倒在指定的海洋倾倒区的废弃物

倾倒量，包括疏浚物及其他倾倒物。

２８ 重点入海排污口污水入海量：省级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监测的重要陆源入海排污口污

水入海量，入海排污口包括市政排污口、工业排污

口、排污河及其他类型的直排入海口。

２９ 海洋保护区数量：由国务院、国家海洋局
或省政府正式批复的省级以上海洋类型的自然保

护区与特别保护区的数量。

３０ 海洋保护区面积：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
的总面积，以国务院、国家海洋局或省政府正式批

复的面积为准。

３１ 建设用地总面积：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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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包括 ＧＢ ／ 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７ 年中的商务
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特殊用地、除农村道路外的交通运输用

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水工建筑用地、其他

土地中的空闲地的面积。

３２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报告期内由农用地
和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面积。

３３ 批而未供土地面积：报告期内已经国务
院或省政府批准同意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用、土

地征收的城市分批次新增建设用地中，还未办理

供地手续的土地面积。

３４ 船舶进出港：船舶进出浙江海事局辖区
港口的次数，统计船舶分为海船和内河船。一艘

船舶进港、出港计为两个艘次。国际航行船舶以

办理船舶进出口岸手续为准，国内航行船舶以船

舶办理签证手续为准。

３５ 登记海船数量：浙江海事局辖区船舶登
记机关登记的海船船舶数量，建造中船舶以及在

统计截止日期前注销船舶所有权的船舶不计入统

计。总吨为列入统计船舶的总吨之和。

３６ 实施安全管理规则的公司数：按照《国际
安全管理规则》和《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要求建

立、实施和保持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审核发证机构

认可，并持有审核发证机构签发的“符合证明”的

航运公司数量。

３７ 实施安全管理规则的船舶数：按照《国际

安全管理规则》和《国内安全管理规则》的要求建

立、实施和保持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审核发证机构

认可，并持有审核发证机构签发的“安全管理证

书”的船舶数量。

３８ 经备案的游船俱乐部数量：在浙江海事局
辖区内，按照国家相关法律以及浙江海事局游艇管

理有关规定办理报备手续的游艇俱乐部的数量。

３９ 登记游艇数量：浙江海事局辖区船舶登
记机关登记，登记证书载明船舶种类为游艇的船

舶数量。

４０ 船员服务机构数量：依法设立的为船员
提供服务的机构总数量。

４１ 船员培训机构数量：依法设立的从事船
员培训业务的培训机构总数量。

４２ 浙江籍海员数量：经浙江海事局及其分
支机构船员注册并取得船员服务簿的海船船员总

数量。

４３ 新增船舶建造检验数：中国船级社
（ＣＣＳ）、地方船检机构（ＺＣ）及经批准的外国验船
机构（ＬＲ、ＢＶ、ＤＮＶ、ＧＬ、ＮＫ、ＫＲ、ＲＩＮＡ、ＲＳ、ＩＲＳ、
ＡＢＳ）的新增船舶建造检验艘数和总吨位。

附件：１ 海洋经济按三次产业划分的行业界
定标准

２ 海洋经济按活动性质划分的行业界
定标准

附件 １

海洋经济按三次产业划分的行业界定标准

行业代码 行 业 类 别

一、海洋第一产业

１．海洋渔业

０４１１ （１）海水养殖

０４１２ （２）海洋捕捞

０１ ２．海洋农业

０２ ３．海洋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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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４．海洋农业、林业、渔业服务业

二、海洋第二产业

１．海洋工业

（１）海洋主要工业

０６１０ 烟煤和无烟煤的开采洗选

０６２０ 褐煤的开采洗选

０６９０ 其他煤炭采选

０７１０ 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

０７９０ 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的服务活动

０８１０ 铁矿采选

０８９０ 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０９１１ 铜矿采选

０９１２ 铅锌矿采选

０９１３ 镍钴矿采选

０９１４ 锡矿采选

０９１７ 镁矿采选

０９１９ 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０９２１ 金矿采选

０９２２ 银矿采选

０９２９ 其他贵金属矿采选

０９３２ 稀土金属矿采选

１０１１ 石灰石、石膏开采

１０１２ 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１０１３ 耐火土石开采

１０１９ 黏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１０２０ 化学矿采选

１０３０ 采盐

１０９３ 宝石、玉石开采

１０９９ 其他非金属矿采选

１１００ 其他采矿业

１３６１ 水产品冷冻加工

１３６２ 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

１３６３ 水产饲料制造

１３６４ 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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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９ 其他水产品加工

１４５２ 水产品罐头制造

１４９１ 营养、保健食品制造

１４９３ 盐加工

２６１１ 无机酸制造

２６１２ 无机碱制造

２６１３ 无机盐制造

２６１４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２６１９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２７１０ 化学药品原药制造

２７２０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２７３０ 中药饮片加工

２７４０ 中成药制造

２７６０ 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

３７５１ 金属船舶制造

３７５２ 非金属船舶制造

３７５３ 娱乐船和运动船的建造和修理

３７５５ 船舶修理及拆船

３７５９ 航标器材及其他浮动装置

４４１１ 火力发电

４４１３ 核力发电

４４１９ 其他能源发电

４６９０ 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

（２）海洋相关工业

１３２０ 饲料加工

１４３２ 速冻食品制造

１４３９ 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制造

１４６２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的制造

１４６９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１７５１ 棉及化纤制品制造

１７５５ 绳、索、缆的制造

２２１０ 纸浆制造

２４２９ 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２４５１ 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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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１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２５１２ 人造原油生产

２６２１ 氮肥制造

２６２３ 钾肥制造

２６２４ 复混肥料制造

２６２９ 其他肥料制造

２６３１ 化学农药制造

２６４１ 涂料制造

２６４４ 染料制造

２６４５ 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

２６６１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２６６２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２６６５ 信息化学品制造

２６６６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

２６７１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２６７２ 化妆品制造

２６７３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２７５０ 兽用药品制造

３０２０ 塑料板、管、型材的制造

３１６９ 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材料制造

３２３０ 钢压延加工

３４３１ 集装箱制造

３４３２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３４３３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３４４０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

３４９９ 其他未列明的金属制品制造

３５１１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３５１２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３５１３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

３５１９ 其他原动机制造

３５３０ 起重运输设备制造

３５４１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３５４３ 阀门和旋塞的制造

３５４４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86 期) 15

书书书

３５５１ 轴承制造

３５５２ 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造

３５７１ 风机、风扇制造

３５７２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

３５７３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３５７６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３５７９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

３６１１ 采矿、采石设备制造

３６１２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３１ 食品、饮料、烟草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３２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４４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７５ 渔业机械制造

３６７６ 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

３６７９ 其他农林牧渔业机械制造及机械修理

３６９１ 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９２ 地质勘查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９５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制造

３６９６ 交通安全及管制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３７５４ 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３７９１ 潜水及水下救捞装备制造

３９３１ 电线电缆制造

３９３２ 光纤、光缆制造

３９９１ 车辆专用照明及电气信号设备装置

３９９９ 其他未列明的电气机械制造

４０１４ 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

４０２０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４１１１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４１１４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４１１９ 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

４１２１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４１２３ 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

４１２４ 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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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５ 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制造

４１３０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４２１１ 雕塑工艺品制造

４２１４ 花画工艺品制造

４２１８ 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的制造

２．海洋建筑业

４７１０ 房屋工程建筑

４７２１ 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４７２２ 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筑

４７２３ 工矿工程建筑

４７２４ 架线和管道工程建筑

４７２９ 其他土木工程建筑

４８００ 建筑安装业

５０１０ 工程准备

三、海洋第三产业

１．海洋交通运输业

５２３２ 公路管理与养护

＃５３４０ 城市轮渡

５４１１ 远洋旅客运输

５４１２ 沿海旅客运输

５４２１ 远洋货物运输

５４２２ 沿海货物运输

５４３１ 客运港口

５４３２ 货运港口

５４３９ 其他水上运输辅助活动

５６００ 管道运输业

５７１０ 装卸搬运

５７２０ 运输代理服务

５８９０ 其他仓储

７２２０ 物业管理

２．滨海旅游业

７４８ 旅行社

８０１２ 野生动植物保护

８１３１ 风景名胜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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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２ 公园管理

８１３９ 其他游览景区管理

９０４ 文物及文化保护

９０５ 博物馆

９０６ 烈士陵园、纪念馆

９２２ 游乐园

９２３ 休闲健身娱乐活动

９２９ 其他娱乐活动

６６ 住宿业

３．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６０１ 电信

６０２ 互联网信息服务

６０４ 卫星传输服务

６１１ 计算机系统服务

６１２ 数据处理

６１９ 其他计算机服务

６２１１ 基础软件服务

６２１２ 应用软件服务

７０ 海洋保险业

７４１１ 企业管理机构

７５１ 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７５２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

７５３ 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７５４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７５５ 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７６３ 海洋服务

７６４ 测绘服务

７６５ 技术检测

７６６ 环境监测

７６７１ 工程管理服务

７６７２ 工程勘察设计

７６７３ 规划管理

７７１ 技术推广服务

７７２ 科技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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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１ 能源矿产地质勘查

７８１２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

７８１９ 其他矿产地质勘查

７８２ 基础地质勘查

７８３ 地质勘查技术服务

８０１１ 自然保护区管理

８０１２ 野生动植物保护

８０１９ 其他自然保护

８０２３ 水污染治理

８０２４ 危险废物治理

８４３３ 中等专业教育

８４３４ 职业中学教育

８４３５ 技工学校教育

８４４１ 普通高等教育

８４４２ 成人高等教育

８４９１ 职业技能培训

８６ 社会保障业

８８２１ 图书出版

８８２２ 报纸出版

８８２３ 期刊出版

８８２４ 音像制品出版

８８２５ 电子出版物出版

８８２９ 其他出版

９０３１ 图书馆

９０３２ 档案馆

９４２３ 公共安全管理机构

９４２５ 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９４２７ 行政监督检查机构

９６２１ 专业性团体

９６２２ 行业性团体

４．海洋批发与零售业

（１）批发业

６３２４ 肉、禽、蛋及水产品批发

６３２５ 盐及调味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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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６ 饮料及茶叶批发

６３２９ 其他食品批发

６３４２ 体育用品批发

６３５１ 西药批发

６３５２ 中药材及中成药批发

６３６２ 石油及制品批发

６３６３ 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

６３６６ 化肥批发

６３６９ 其他化工产品批发

６３７１ 农业机械批发

（２）零售业

６５１１ 百货零售

６５１２ 超级市场零售

６５１９ 其他综合零售

６５２２ 糕点、面包零售

６５２３ 果品、蔬菜零售

６５２４ 肉、禽、蛋及水产品零售

６５２５ 饮料及茶叶零售

６５２６ 烟草制品零售

６５２９ 其他食品零售

６５３１ 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

６５３２ 服装零售

６５３３ 鞋帽零售

６５３４ 钟表、眼镜零售

６５３５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

６５３９ 其他日用品零售

６５４２ 体育用品零售

６５４３ 图书零售

６５４４ 报刊零售

６５４５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

６５４６ 珠宝首饰零售

６５４７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６５４８ 照相器材零售

６５４９ 其他文化用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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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５１ 药品零售

６５９３ 生活用燃料零售

５．涉海服务业

铁路运输

道路运输

城市公共交通

航空运输

海洋餐饮业

海洋银行业

７１９ 其他未列明的金融活动

７４１１ 企业管理机构

７４１２ 投资与资产管理

７４１９ 其他企业管理服务

７４２１ 律师及相关的法律服务

７４２２ 公证服务

７４２９ 其他法律服务

７４３１ 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

７４３２ 市场调查

７４３３ 社会经济咨询

７４３９ 其他专业咨询

７４４ 广告业

７４５ 知识产权服务

７４９１ 会议及展览服务

７４９９ 其他未列明的商务服务

８２６ 婚姻服务

８２７ 殡葬服务

附件 ２

海洋经济按活动性质划分的行业界定标准

行业代码 行业类别 说　 　 明

海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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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

０４１１ 海水养殖

指在大潮低潮线以下从事海水养殖生产活动；利用潮间带

软泥质或沙泥质滩涂，养殖海水经济动植物的生产活动；还

包括以陆地为基础建造的养殖设施和养殖模式。

０４１２ 海洋捕捞

０５４０ 渔业服务业

海洋水产品加工

１３６１ 水产品冷冻加工
指为了保鲜，将海水养殖或海洋捕捞的鱼类、虾类、甲壳类、

贝类、藻类等水生动植物进行的冷冻加工活动。

１３６２ 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

加工

指海洋鱼糜制品制造，以及海洋水产品的干制、腌制等加工

活动。

１３６３ 水产饲料制造 指用鱼骨、虾、贝等海洋水产品生产饲料的加工活动。

１３６４ 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 指从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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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２ 水产品罐头制造
指海洋水产品的硬包装和软包装罐头制造，以及在船舶上

从事海洋水产品罐头的加工活动。

海洋油气业
指在海洋中勘探、开采、输送、加工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

０７１０ 天然原油及天然气开采 指在海上和滩海进行的原油及天然气开采活动。

０７９０ 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

的服务活动

指为海上油气生产系统提供的服务活动，如为固定式生产

系统、浮式生产系统、水下生产系统等提供的服务活动。

海洋矿业
包括海滨砂矿、海滨土砂石、海滨地热与煤矿及深海矿物等

的采选活动。

０６１０ 烟煤和无烟煤的开采洗选 指对海底烟煤和无烟煤的采选活动。

０６２０ 褐煤的开采洗选 指对海底褐煤的采选活动。

０６９０ 其他煤炭采选 指对海底其他煤炭的采选活动。

０８１０ 铁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铁矿石的采选活动。

０８９０ 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指对大洋多金属结核等黑色金属辅助原料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１１ 铜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铜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１２ 铅锌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铅锌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１３ 镍钴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镍钴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１４ 锡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锡矿的采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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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７ 镁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镁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１９ 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其他有色金属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２１ 金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金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２２ 银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银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２９ 其他贵金属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其他贵金属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３２ 稀土金属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镧系金属及与镧系金属性质相近的金属矿的

采选活动。

１０１１ 石灰石、石膏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石灰石、石膏的开采活动。

１０１２ 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建筑装饰用石的开采活动。

１０１３ 耐火土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耐火土石的开采活动。

１０１９ 黏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黏土及其他土砂石的开采活动。

１０２０ 化学矿采选
指在大陆架及深海海域海底进行的化学矿的采选，如硫磺

矿、重晶石、磷钙石等。

１０９３ 宝石、玉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贵重宝石及其他贵重非金属矿的采选活动。

１０９９ 其他非金属矿采选

１１００ 其他采矿业

海洋盐业 指利用海水生产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的盐产品的活动。

１０３０ 采盐
指以海水（含沿海浅层地下卤水）为原料，经日晒、浓缩、结

晶生产海盐的活动。

１４９３ 盐加工

指以海盐为原料，经过化卤、洗涤、粉碎、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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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洗涤盐、精制盐、加碘盐、调味盐、强化营养盐、饲料

盐等。

海洋船舶工业
指以金属或非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海洋船舶、海上固定及

浮动装置的活动，以及对海洋船舶的修理及拆卸活动。

３７５１ 金属船舶制造 指以钢、铝等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海洋船舶的活动。

３７５２ 非金属船舶制造
指以木材、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海

洋船舶的活动。

３７５３ 娱乐船和运动船的建造和

修理

指海上游艇和用于海上娱乐或运动的船只的制造与修理，

如赛艇、帆船、游艇、汽艇、钓鱼船和其他娱乐船等。

３７５５ 船舶修理及拆船

指对海洋金属及非金属船舶的修理活动，或对废旧海洋船

舶的拆卸活动；以及对船厂或浮于海面结构的保养、大检和

修理活动。

３７５９ 航标器材及其他浮动装置

的制造

指海上浮动装置的制造，如挖泥船、浮吊、浮船坞、隔离舱、

泊位平台、充气筏等以及海上固定停泊或不以航行为主的

船只的制造，如灯船、消防船、起重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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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４ 锡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锡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１７ 镁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镁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１９ 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其他有色金属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２１ 金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金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２２ 银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银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２９ 其他贵金属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其他贵金属矿的采选活动。

０９３２ 稀土金属矿采选
指对海滨地区镧系金属及与镧系金属性质相近的金属矿的

采选活动。

１０１１ 石灰石、石膏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石灰石、石膏的开采活动。

１０１２ 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建筑装饰用石的开采活动。

１０１３ 耐火土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耐火土石的开采活动。

１０１９ 黏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黏土及其他土砂石的开采活动。

１０２０ 化学矿采选
指在大陆架及深海海域海底进行的化学矿的采选，如硫磺

矿、重晶石、磷钙石等。

１０９３ 宝石、玉石开采 指对海滨地区贵重宝石及其他贵重非金属矿的采选活动。

１０９９ 其他非金属矿采选

１１００ 其他采矿业

海洋盐业 指利用海水生产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的盐产品的活动。

１０３０ 采盐
指以海水（含沿海浅层地下卤水）为原料，经日晒、浓缩、结

晶生产海盐的活动。

１４９３ 盐加工

指以海盐为原料，经过化卤、洗涤、粉碎、干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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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洗涤盐、精制盐、加碘盐、调味盐、强化营养盐、饲料

盐等。

海洋船舶工业
指以金属或非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海洋船舶、海上固定及

浮动装置的活动，以及对海洋船舶的修理及拆卸活动。

３７５１ 金属船舶制造 指以钢、铝等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海洋船舶的活动。

３７５２ 非金属船舶制造
指以木材、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海

洋船舶的活动。

３７５３ 娱乐船和运动船的建造和

修理

指海上游艇和用于海上娱乐或运动的船只的制造与修理，

如赛艇、帆船、游艇、汽艇、钓鱼船和其他娱乐船等。

３７５５ 船舶修理及拆船

指对海洋金属及非金属船舶的修理活动，或对废旧海洋船

舶的拆卸活动；以及对船厂或浮于海面结构的保养、大检和

修理活动。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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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９ 航标器材及其他浮动装置

的制造

指海上浮动装置的制造，如挖泥船、浮吊、浮船坞、隔离舱、

泊位平台、充气筏等以及海上固定停泊或不以航行为主的

船只的制造，如灯船、消防船、起重船等。

３７５９ 航标器材及其他浮动装置

的制造

指海上浮动装置的制造，如挖泥船、浮吊、浮船坞、隔离舱、

泊位平台、充气筏等以及海上固定停泊或不以航行为主的

船只的制造，如灯船、消防船、起重船等。

海洋化工业
包括海盐化工、海水化工、海藻化工及海洋石油化工的化工

产品生产活动。

２６１１ 无机酸制造 指以海盐或海盐卤水为原料生产盐酸的活动。

２６１２ 无机碱制造 指以海盐或海盐卤水为原料生产烧碱的活动。

２６１３ 无机盐制造
指以苦卤、地下卤水为原料提取氯化钾、氯化镁的生产活

动。

２６１４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指以海洋石油为原料，制造有机中间体、烃类及其卤化衍生

物等的生产活动。

２６１９ 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指以海盐或海盐卤水为原料生产烧碱、氯气、盐酸的活动。

２７１０ 化学药品原药制造
指利用化学方法从海藻中提取碘、碘酸钾、海藻胶、甘露醇、

卡拉胶等化学物质，用于海洋化学药品原药的生产。

海洋生物医药业
指以海洋生物为原料或提取有效成分，进行海洋药品与海

洋保健品的生产加工及制造活动。

１３６４ 鱼油提取及制品的制造
指从海洋生物中提取有效成分，加工生产制造海洋保健营

养品的活动，如深海鱼油等。

１４９１ 营养、保健食品制造
指从海洋生物中提取有效成分，加工生产制造海洋保健营

养品的活动，如螺旋藻等。

２７２０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诊断的海洋化学药品制剂的制

造。

２７３０ 中药饮片加工 指对采集的海洋动植物中药材进行加工、处理的活动。

２７４０ 中成药制造
指以海洋动植物为原料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的传统药的

制造。

２７６０ 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
指以海洋动植物为原料，利用生物技术制造药品的活动，如

藻酸双酯钠。

海洋工程建筑业
指用于海洋生产、交通、娱乐、防护等用途的建筑工程施工

及其准备活动。

４７１０ 房屋工程建筑

指利用海洋空间资源进行海上工厂、海上机场、海上人工岛

等工程的建筑活动。还包括设置在海底供存放生产器材、

产品和军事装备等物资场所的施工活动。

４７２１ 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

程建筑

指建在海底以下供行人、车辆通行以及输油输气供水排污

等的地下建筑物的施工活动以及跨海桥梁的施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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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２ 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筑

指为保护海岸修筑防护性建筑物的施工活动，如海上堤坝

工程施工；为海港码头、港池、航道和导航设施的施工活动；

入海口处的城市污水排海工程和其他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工程的施工活动。

４７２３ 工矿工程建筑

包括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附属工程的建筑施工活动；

利用潮汐能、波浪能、温（盐）差能以及海洋风能等能源进

行电力工程施工与发电机组设备安装的活动；海水养殖场、

大型人工渔礁工程的建筑施工活动，以及为海水淡化及综

合利用建设工程的施工活动。

４７２４ 架线和管道工程建筑 指铺设海底电缆、光缆的施工活动。

４７２９ 其他土木工程建筑
指海上公园、游乐园、水上游乐场所及配套设施，以及海洋

景观开发工程的施工活动。

５０１０ 工程准备
指在海岸带建造一定高度的围堰，圈围一定范围的海域，填

以泥沙或土石形成陆地的施工活动。

海洋电力业 指在沿海地区利用海洋能、海洋风能进行的电力生产活动。

４４１９ 其他能源发电
指将海洋潮汐能、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盐差能、海上风

能转化成电能的生产活动。

海水利用业
指对海水的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生产活动，不包括海水化

学资源综合利用活动。

４４１１ 火力发电 指以海水为冷却介质，进行直接或循环冷却的活动。

４４１３ 核力发电 指以海水为冷却介质，进行直接或循环冷却的活动。

４６９０ 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

配

包括海水冲厕、海水消防、海水灌溉耐碱农作物等直接利用

海水的活动以及海水淡化活动。

海洋交通运输业
指以船舶为主要工具从事海洋运输以及为海洋运输提供服

务的活动。

５２３２ 公路管理与养护 指跨海桥梁的收费与管理活动。

５３４０ 城市轮渡

５４１１ 远洋旅客运输 包括远洋客轮的运输活动和以客运为主的远洋运输活动。

５４１２ 沿海旅客运输 包括沿海客轮的运输活动和以客运为主的沿海运输活动。

５４２１ 远洋货物运输
包括专门从事远洋货物运输的活动和以货运为主的远洋运

输活动。

５４２２ 沿海货物运输
包括专门从事沿海货物运输的活动和以货运为主的沿海运

输活动。

５４３１ 客运港口
指客运服务公司、客运中心、客运站提供的海港客运服务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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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２ 货运港口

包括港口船舶货物装卸服务，港口货物停放、堆存服务，港

口船舶引航活动，港口拖船服务，海上运输货物打包、集装

箱装拆服务，货运船舶停靠和物资供应服务。

５４３９ 其他水上运输辅助活动

指为保证海港正常运行对港务船只的调度与管理活动；为

保证海运航道畅通所进行的疏浚与护理活动；为保障海上

运输安全所进行的监督和检查管理活动；对海上遇险船只

和人员的救助，以及落水货物的打捞活动；为保障海上灯塔

航标正常使用进行的维护、管理活动等。

５６００ 管道运输业 指通过海底管道运输石油、天然气和淡水的活动。

５７１０ 装卸搬运 指海港内独立的非船舶装卸服务。

５７２０ 运输代理服务
指与海洋客货运输有关的代理及服务活动。如物流代理、

票务代理、联运代理及理货服务等。

５８９０ 其他仓储 指在海港内以仓储服务为主的物流、配送活动。

７２２０ 物业管理
指对海港、码头、仓库等区域进行专业化维修、养护、管理等

的服务活动。

滨海旅游业
指沿海地区开展的海洋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和体

育运动等活动。

６６１０ 旅游饭店
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评定的或具有同等质量、水平的滨海旅

游饭店活动，包括饭店、宾馆、酒店、疗养所、度假村等。

６６２０ 一般旅馆
指不具备评定旅游饭店和同等水平饭店的滨海旅馆活动，

包括各种旅馆、旅社、客栈等。

６６９０ 其他住宿服务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住宿服务活动，包括渔村家庭旅馆，滨

海露营地、夏令营，及其他临时住宿。

７４８０ 旅行社 指沿海地区旅行社提供的旅游服务。

８０１２ 野生动植物保护
指沿海地区海洋动植物观赏服务活动，如海洋馆、水族馆和

海底世界。

８１３１ 风景名胜区管理
指沿海地区各类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和服务活动，如古迹、遗

址等。

８１３２ 公园管理 指沿海地区各类公园和旅游景点的管理服务活动。

８１３９ 其他游览景区管理
指沿海地区寺庙、清真寺、教堂的管理和服务活动，如妈祖

庙。

９０４ 文物及文化保护

指沿海地区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并经有关部门

鉴定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服务活

动，以及海洋民间艺术、民俗等海洋文化的保护和服务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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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５ 博物馆
指沿海地区综合类博物馆、展览馆等服务活动，如海洋科技

馆等。

９０６ 烈士陵园、纪念馆 指沿海地区烈士陵园、纪念堂和烈士纪念馆的服务活动。

９２２ 游乐园 指配有大型娱乐设施的海上游乐服务活动。

９２３ 休闲健身娱乐活动
包括海上休闲垂钓、海上冲浪、滑水，海上游艇、海上帆船等

休闲娱乐活动。

９２９ 其他娱乐活动 指海上游泳场所的服务活动。

海洋信息服务业

包括海洋图书馆与档案馆的管理和服务、海洋出版服务、海

洋卫星遥感服务、海洋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以及其他海洋

信息服务活动。

６０１２ 移动电信服务
指利用甚高频无线电话为海港、海上移动业务、船舶动态、

船舶间通信、海上遇险等提供的通信服务。

６０１９ 其他电信服务 指利用海底电缆、光缆进行的通信服务活动。

６０２０ 互联网信息服务
指通过互联网为海洋生产、管理等提供数据、图像信息的服

务与管理活动。

６０４ 卫星传输服务
指利用人造卫星为海洋观测、海洋研究、海洋环境调查、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等提供的信息服务。

６１１０ 计算机系统服务
指为海洋生产、管理提供计算机系统设计、集成、安装等方

面的服务。

６１２０ 数据处理

指为海洋生产、管理提供数据录入、加工、存储等方面的服

务。如海洋环境实时、非实时资料的收集、处理、存档和供

应的服务活动。

６１９０ 其他计算机服务 指为海洋生产、管理提供计算机咨询等服务。

６２１１ 基础软件服务
指为海洋生产、管理提供基础软件设计、编制、分析及测试

等方面的服务，包括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图像处理等。

６２１２ 应用软件服务
指为海洋生产、管理提供应用软件设计、编制、分析及测试

等方面的服务，包括财务、税务、工业控制、信息检索等。

８８２１ 图书出版 指与海洋有关的图书出版活动。

８８２２ 报纸出版 指与海洋有关的报纸出版活动。

８８２３ 期刊出版 指与海洋有关的期刊出版活动。

８８２４ 音像制品出版 指与海洋有关的音像制品出版活动。

８８２５ 电子出版物出版 指与海洋有关的电子出版物出版活动。

８８２９ 其他出版 指与海洋有关的宣传品出版活动，如宣传画、宣传图片等。

９０３１ 图书馆
指专门的海洋类图书馆、资料馆、文献馆的管理和服务活

动，包括海洋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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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３２ 档案馆 指对各类海洋档案文件进行的管理和服务活动。

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服务
指对海洋环境要素进行观测、监测、调查、预报等的服务活

动。

７６３０ 海洋服务

主要包括海域使用评估、论证服务；海洋资源管理服务；海

底工程、作业管理服务；大洋和极地考察服务；海洋气象预

测、预报服务；海洋环境保护服务；海洋污染治理服务；海洋

环境预报、评估服务；海洋工程咨询服务及其他海洋服务

等。

７６６０ 环境监测

主要包括海水污染监测服务：海洋废弃物倾倒检验服务、污

水排海检测服务、油轮漏油监测服务、海洋微生物监测服

务、其他海水污染监测服务。

海洋保险与社会保障业 包括海洋保险业和海洋社会保障业。

７０１０ 人寿保险 指专门为海洋从业人员和滨海游客提供的人寿保险活动。

７０２０ 非人寿保险
指为保障海洋生产和管理提供的保险活动，如海洋交通运

输保险。

７０３０ 保险辅助业务
指为海洋生产和管理服务提供保险代理、评估、监督、咨询

的辅助活动。

８６００ 社会保障业
指为海洋从业人员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包括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

海洋科学研究
指以海洋为对象，就其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等进行的科学

研究活动。

７５１０ 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指对海洋自然科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与创新活动，包括海洋

水文、海洋气象、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

等。

７５２０ 工程与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
指对海洋化学工程技术进行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７５３０ 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指海洋水产业、种植业等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７５４０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指海洋生物医药科学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７５５０ 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与试验

发展

指对沿海地区人口、社会、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等社会科

学的研究活动。

海洋技术服务业
指为海洋生产与管理提供专业技术和工程技术的服务活

动，以及相应的科技推广与交流的服务活动。

７６３０ 海洋服务
指对海洋开发进行评估的服务活动。包括大洋调查、专项

调查等海洋调查活动，以及对海洋和极地的科学考察活动。

７６４０ 测绘服务
指海洋测绘、海图编制、海洋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服务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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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５０ 技术检测
指海洋技术监测、检验、测试、质量认证、成果鉴定、标准制

定等活动。

７６７１ 工程管理服务
指与海洋工程有关的筹建、计划、造价、资金、预算、场地、招

标、咨询、监理等服务活动。

７６７２ 工程勘察设计
指海洋工程建筑施工前的地质勘察和工程设计，如海港工

程的勘察设计、海洋石油工程的勘察设计。

７７１０ 技术推广服务
指将海洋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直接推向市场而进行的相

关技术活动，以及技术推广和转让活动。

７７２０ 技术中介服务

指为海洋科技活动提供社会化服务与管理活动，包括海洋

科技信息交流、海洋技术咨询、海洋技术孵化、海洋科技评

估、海洋科技鉴定等活动。

海洋地质勘查业
指对海洋矿产资源、工程地质、科学研究进行地质勘查、测

试、监测、评估等的活动。

７８１１ 能源矿产地质勘查 指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地质勘查。

７８１２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 指海滨和深海矿产的地质勘查。

７８１９ 其他矿产地质勘查 指海滨地热资源的地质勘查。

７８２０ 基础地质勘查 指海洋工程、海洋环境和河口水文的地质调查与勘查活动。

７８３０ 地质勘查技术服务 指海洋地球物理和化学勘查技术服务活动。

海洋环境保护业

指通过海洋环境的监测管理、海洋环保技术与装备的开发

应用而进行的海洋自然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修复整治活

动。

７６３０ 海洋服务 指对海洋船舶、海上石油平台等排放污染物的治理活动。

８０１１ 自然保护区管理

包括对河口生态系统、潮间带生态系统、盐沼（咸水、半咸

水）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海湾生态系统、海草床生

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上升流生态系统、大陆架生态系

统、岛屿生态系统等类型自然保护区进行的管理活动；对海

洋珍稀、濒危生物物种的保护；对海洋地质遗迹、海洋古生

物遗迹、海洋自然景观、海洋非生物资源等自然保护区的保

护活动。

８０１２ 野生动植物保护
指对海洋野生濒危动植物的饲养、培育、繁殖等保护活动，

以及对海洋动植物栖息地的管理活动。

８０１９ 其他自然保护

指海洋环境中在自然资源、海洋开发和海洋生态方面对国

家和地方有特殊重要意义，需要特别管理和保护，实现资源

可持续性利用区域的管理。

８０２３ 水污染治理 指沿海水域、入海河流的污染综合治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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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２４ 危险废物治理
指对排放入海的工业活动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处置

的活动。

海洋教育
指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开办海洋专业教育机构或海洋职业培

训机构的活动。

８４３３ 中等专业教育 指各种设有海洋专业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育活动。

８４３４ 职业中学教育 指各种设有海洋专业的职业中学教育活动。

８４３５ 技工学校教育 指各种设有海洋专业的技工学校教育活动。

８４４１ 普通高等教育 指各种设有海洋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活动。

８４４２ 成人高等教育 指各种设有海洋专业的成人高等教育活动。

８４９１ 职业技能培训 指各种设有海洋专业的机构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

海洋管理
指各级涉海管理机构采用法律、政策、行政和经济手段进行

的管理活动。

７４１１ 企业管理机构
指有关行业主管机构对海洋油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及

海洋化工业等经营的管理活动。

７６３０ 海洋服务

７６７３ 规划管理

指对海洋基本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划的起草、拟定及管理

活动，包括：海岸带、海岛、内海、领海与毗连区、大陆架、专

属经济区及其管辖海域的海洋基本法律、法规和政策；海洋

功能区划、海洋开发规划、海洋环境保护与整治规划、海洋

科技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

９４２３ 公共安全管理机构 指海上稽查、海港、海关等进行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动。

９４２５ 经济事务管理机构 指各级政府部门对海洋经济相关事务的管理活动。

９４２７ 行政监督检查机构

指在我国管辖海域（包括海岸带）实施巡航监视，对侵犯海

洋权益、违法使用海域、损害海洋环境与资源、破坏海上设

施、扰乱海上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所进行的行政监理、稽

查、检查、查处等活动。

９６２２ 行业性团体 指有关行业社会团体对海滨砂矿业相关事务的管理活动。

海洋社会团体与国际组织
指依法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与海洋相关的团

体或组织的活动。

９６２１ 专业性团体
指由海洋相关领域的成员、专家组成的社会团体的活动，如

海洋学会、大洋协会等。

９６２２ 行业性团体
指海洋行业组成的社会团体，如海洋渔业协会、海洋船舶协

会、海洋药物学会等。

９８００ 国际组织
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驻我国境内涉海机构的活动，如

ＩＯＣ（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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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相关产业

海洋农、林业
指在海涂进行的农、林业种植活动，以及为农、林业生产提

供的相关服务活动。

０１１１ 谷物的种植

０１１３ 油料的种植

０１１４ 豆类的种植

０１１５ 棉花的种植

０１１９ 其他作物的种植

０１２１ 蔬菜的种植

０１２２ 花卉的种植

０１３１ 水果、坚果的种植

０２１２ 造林

０２１３ 林木的抚育和管理

０５１１ 灌溉服务

０５２０ 林业服务业

海洋设备制造业
指为海洋生产与管理活动提供仪器、装置、设备及配件等的

制造活动。

１７５１ 棉及化纤制品制造
包括海洋船舶用家具、门、窗、盖、救生筏、救生衣、救生圈、

救生信号等的制造。

１７５５ 绳、索、缆的制造
指各种海洋渔用绳、索具、缆绳、合股线的生产活动，包括金

属和非金属渔用丝、绳、网等。

２４２９ 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指海上垂钓专用的各种用具及用品制造，如钓鱼竿及其他

钓鱼用具和辅助用品等。

２４５１ 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

造
指海上游乐设备和游艺器材的制造。

２６４１ 涂料制造 包括海洋船舶专用涂料及其辅助材料等的制造。

３０２０ 塑料板、管、型材的制造 指能抗海水腐蚀的海水利用专用泵及管道等设备的制造。

３２３０ 钢压延加工
指为了建造海洋设施，如海洋石油平台、海水利用等所需要

的钢材产品的生产活动。

３４３１ 集装箱制造 指海洋交通运输专用集装箱的制造。

３４３２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指海洋石油液化气等专用金属容器的制造。

３４３３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指主要为海洋水产品运输或包装而制作的金属包装容器及

附件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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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０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
指各种金属制造的海洋渔用绳、索具、缆绳、合股线的生产

活动等。

３４９９ 其他未列明的金属制品制

造

３５１１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包括海洋船舶内燃机、汽轮机、锅炉、轴系、推进器及其配套

设备的制造。

３５１２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３５１３ 汽轮机及辅机制造

３５１９ 其他原动机制造
指利用潮汐能源、波浪能源、潮流能源和温差、盐差能源发

电的原动机的制造。

３５３０ 起重运输设备制造
包括海洋船舶用货物装卸机械、起锚机、舵机、系泊绞车、起

艇机等的制造。

３５４１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３５４３ 阀门和旋塞的制造

３５４４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

件制造

包括海洋船舶用油泵、水泵、空气压缩机、通风机、油水分离

机、污水处理装置、消防设备、阀门、管件等的制造。

３５５１ 轴承制造 包括海洋船舶轴系、推进器及其配套设备的制造。

３５５２ 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

造

３５７１ 风机、风扇制造

３５７２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

备制造

指海洋药物、海水淡化等生产过程中的气体和液体分离及

纯净设备的制造。

３５７３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指海洋水产品冷冻冷藏设备的制造。

３５７６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指海洋渔用饲料、水产品罐头等包装设备的制造。

３５７９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
指海洋药物生产过程中的干燥机、离心机、脱水机、固液分

离机等通用设备的制造。

３６１１ 采矿、采石设备制造 指海洋矿产资源开采专用设备的制造。

３６１２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 指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等专用开采设备的制造。

３６３１ 食品、饮料、烟草工业专用

设备制造
指专用于采盐的机械制造活动。

３６３２ 农副产品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
指主要用于海盐加工及生产海盐等专用设备的制造。

３６４４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指海洋化学原料药和药剂、中药饮片及中成药专用生产设

备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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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７５ 渔业机械制造 指海水养殖、海洋捕捞等专用设备与配件的制造及修理。

３６７６ 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

３６７９ 其他农林牧渔业机械制造

与机械修理

３６９１ 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制

造

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专用设备的制造，如水污染防治设

备、废弃物处理设备等。

３６９２ 地质勘查专用设备制造 指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地质勘探专用设备的制造。

３６９５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

制造

指海港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安全监视器材及安全控制设

备和海港专用指示照明灯等的制造。

３６９６ 交通安全及管制专用设备

制造

３６９７ 水资源专用机械制造 指用于海港、航道清淤、清污、破冰等专用设备的制造。

３７５４ 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３７５９ 航标器材及其他浮动装置

的制造

指海上救捞装备和潜水装置的制造。包括：救助抛缆器、快

速止索器、潜水装备、潜水服、潜水通讯装置、潜水供气设

备、饱和潜水系统和水下作业工具等。

３７９１ 潜水及水下救捞装备制造

３９９１ 车辆专用照明及电器信号

设备装置制造

３９９９ 其他未列明的电气机械制

造

４０１４ 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 包括海洋船舶用罗经、雷达、通讯设备、水声设备等的制造。

４０２０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４１１１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

造

指海洋制药、海洋化工等生产过程中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仪

表和装置的制造。

４１１４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指海洋制药、海洋化工等实验、检验、分析、测量仪器的制

造。

４１１９ 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

器制造

指海洋产品生产和供应过程中使用的计量仪表、自动调节

和控制仪器及装置的制造。

４１２１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

造

指对海洋环境进行监测的专用仪器仪表的制造，如水质测

试仪、水质污染遥测系统等。

４１２３ 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

器制造

指海洋水文、气象、化学、重力、导航等专用仪器和仪表及类

似装置的制造，如水道测量仪器等。

４１２４ 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制

造

指海洋渔业专用仪器的制造，包括探鱼仪、虾苗放流计数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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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５ 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

制造

指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的地质勘探、钻采等地球物理专用仪

器、仪表及类似装置的制造，如海洋石油钻探测井仪器等。

４１３０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

包括海洋渔业相关产品制造、海洋石油加工产品制造、海洋

化工产品制造、海洋药物原药制造、海洋电力器材制造、海

洋工程建筑材料制造、海洋旅游用品及工艺品制造、海洋环

境保护材料制造。

１３２０ 饲料加工 指海洋水产养殖用饲料的制造。

１４３２ 速冻食品制造
指以海洋水产品为原料制成的各种速冻食品、方便食品的

制造。如速冻鱼丸、鱼片、海苔等。

１４３９ 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制

造

１４６２ 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的

制造

指以海洋水产品为辅料生产各种调味品的活动，如海鲜酱

油、蚝油、虾酱等。

１４６９ 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

造

２２１０ 纸浆制造

２５１１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指从海洋石油中提炼液态或气态燃料，以及海洋石油制品

的生产活动。

２５１２ 人造原油生产 指从海滨油母页岩中提炼原油的生产活动。

２６１４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指以海洋石油化工产品（如石脑油）为原料，制造烃类及其

卤化衍生物的生产活动。

２６２１ 氮肥制造
指以海洋石油化工产品（如石脑油）为原料，制造氮肥的生

产活动，如合成氨。

２６２３ 钾肥制造
指从海水、苦卤中提取氯化钾、硫酸钾等钾盐，用于制造钾

肥的生产活动。

２６２４ 复混肥料制造 指利用钾、镁等海洋化工产品，制造复混肥料的生产活动。

２６２９ 其他肥料制造 指利用氯化镁等海洋化工产品制造镁肥的生产活动。

２６３１ 化学农药制造
指利用海洋化工产品（如溴素）为原料生产化学农药的活

动，如二溴磷原药。

２６４４ 染料制造

指以海洋化工产品为原料，制造专用化学用品的生产活动，

如以氯化镁、溴素为原料制造灭火剂、阻燃剂；以氢氧化镁

为原料制造水处理化学用品等。

２６４５ 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
指用于海港工程密封材料的制造，如防海水浸透的密封材

料等。

２６６１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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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２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２６６５ 信息化学品制造

２６６６ 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

料制造

指海水利用、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药等生产过程中的污水

处理所用的化学药剂及材料的制造，如水处理药剂（絮凝

剂、污泥脱水剂、防垢剂）；以及水处理材料，如填料、生物

滤池用滤料、膜材料。

２６７１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指以海洋化工产品为原料制造日用化学产品的生产活动，

如以碱、氯化钾为原料制造肥皂及合成洗涤剂；以卡拉胶为

添加剂制造化妆品、口腔清洁用品等。

２６７２ 化妆品制造

２６７３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２７１０ 化学药品原药制造 指供进一步加工海洋生物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生产。

２７５０ 兽用药品制造 指海洋水产养殖用药品的制造。

３１６９ 耐火陶瓷品及其他耐火材

料制造

３２３０ 钢压延加工
指用于输送石油、天然气及其他流体产品的海底管道的生

产活动。

３９３１ 电线电缆制造
指用于电力输配、电能传送、通讯传播及照明等各种用途的

海底电缆的制造。

３９３２ 光纤、光缆制造
指将电的信号变成光的信号，进行声音、文字、图像等信息

传输的海底光缆的制造。

４２１１ 雕塑工艺品制造

指以海洋贝壳和海滨植物种木等为原料，经艺术加工而制

成的各种工艺品的生产活动，如贝壳雕、椰壳工艺品、贝雕

画。

４２１４ 花画工艺品制造

４２１８ 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的制

造

指以海洋动植物为原料，经加工制作各种装饰品的活动，如

珍珠饰品等。

涉海建筑与安装业 指涉海单位房屋建筑的施工活动及其设备的安装。

４７１０ 房屋工程建筑
指沿海地区及涉海单位房屋主体工程的施工活动，包括厂

房、办公用房、宾馆饭店等。

４８００ 建筑安装业
指涉海房屋建筑主体工程竣工后，建筑物内的各种设备安

装。如港口、码头的照明和电力设备等安装。

海洋批发与零售业 指海洋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批发活动和零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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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４ 肉、禽、蛋及水产品批发

指海洋水产品和水产加工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水产品包括

新鲜水产品和冷冻水产品，水产加工品包括鱼松、鱼片、鱼

丸、鱼酱等。

６３２５ 盐及调味品批发

６３２６ 饮料及茶叶批发 指海水淡化后的桶装及瓶装水的批发和进出口。

６３２９ 其他食品批发 指海洋保健食品的批发和进出口。

６３４２ 体育用品批发
指滨海旅游娱乐用体育器材、设备、服装等的批发和进出

口，如海上钓鱼器材、海上运动器材等。

６３５１ 西药批发 指海洋生物化学药品、中药材及中成药的批发和进出口。

６３５２ 中药材及中成药批发

６３６２ 石油及制品批发 指海洋石油和天然气、海洋石油制品的批发和进出口。

６３６３ 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 指海盐的批发和进出口。

６３６６ 化肥批发 指海洋化肥的批发和进出口，如钾肥、镁肥、复混肥料。

６３６９ 其他化工产品批发

６３７１ 农业机械批发 指海洋渔业及相关服务业的机械设备的批发和进出口。

６５１１ 百货零售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日用品零售活动，包括百货零售、超级

市场零售及其他综合零售活动。

６５１２ 超级市场零售

６５１９ 其他综合零售

６５２２ 糕点、面包零售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食品、饮品及烟草制品等零售活动。

６５２３ 果品、蔬菜零售

６５２４ 肉、禽、蛋及水产品零售 指专门经营海洋水产品的零售活动。

６５２５ 饮料及茶叶零售

６５２６ 烟草制品零售

６５２９ 其他食品零售

６５３１ 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服装及小商品等零售活动。

６５３２ 服装零售

６５３３ 鞋帽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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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４ 钟表、眼镜零售

６５３５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

６５３９ 其他日用品零售

６５４２ 体育用品零售

６５４３ 图书零售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饰品、工艺品、

照相器材等零售活动。

６５４４ 报刊零售

６５４５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

售

６５４６ 珠宝首饰零售

６５４７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６５４８ 照相器材零售

６５４９ 其他文化用品零售

６５５１ 药品零售 指海洋生物化学药品、中药材及中成药等的零售活动。

６５９３ 生活用燃料零售 指专门经营海洋石油液化气等零售活动。

涉海服务业
包括海洋餐饮服务、滨海公共运输服务、海洋金融服务、涉

海特色服务和涉海商务服务等涉海服务活动。

５１１０ 铁路旅客运输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铁路运输活动。

５２１０ 公路旅客运输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公路运输活动。

５３１０ 公共电汽车客运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５３２０ 轨道交通

５３３０ 出租车客运

５３９０ 其他城市公共交通

５５１１ 航空旅客运输 指为滨海游客提供的航空运输及游览飞行活动。

５５２０ 通用航空服务

６７１０ 正餐服务

指以海洋水产品为特色的餐饮服务活动，包括宾馆、饭店、

酒楼、餐厅及其他餐饮场所提供的正餐、快餐服务，以及其

他海鲜风味小吃等服务。

６７２０ 快餐服务

６７３０ 饮料及冷饮服务

６７９０ 其他餐饮服务

６８２０ 商业银行 指为海洋产业提供资金、信贷的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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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９０ 其他未列明的金融活动 指为海洋产业提供的金融担保、外汇等活动。

７４１１ 企业管理机构
指具有法人资格的海洋企业的资产管理、协调管理及与海

洋产业相关的投资与资产管理活动。

７４１２ 投资与资产管理

７４１９ 其他企业管理服务

７４２１ 律师及相关的法律服务 指为海洋企业提供的法律、公证、仲裁等服务。

７４２２ 公证服务

７４２９ 其他法律服务

７４３１ 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
指为海洋企事业机构提供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如海洋资

产评估等。

７４３２ 市场调查
指为海洋管理提供的社会经济调查活动，如海洋经济调查、

海洋统计调查等。

７４３３ 社会经济咨询
指为海洋企事业单位提供与海洋社会经济和海洋专业技术

有关的咨询、策划、设计等活动。

７４３９ 其他专业咨询

７４４０ 广告业 指为海洋企业或产品提供的各种有偿宣传活动。

７４５０ 知识产权服务
指对涉海专利、商标、版权、著作权、软件等的代理、转让、登

记、鉴定、评估、认证、咨询、检索等活动。

７４９１ 会议及展览服务
指为涉海产品流通和展示、经贸洽谈和交流、国际往来等举

办的展览和会议服务。

７４９９ 其他未命名的商务服务

８２６０ 婚姻服务 指在海上及水下所进行的婚姻礼仪服务。

８２７０ 殡葬服务 指与海葬有关的各类服务。

政　 务　 要　 讯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表
彰 ２０１１ 年度外经贸工作成绩显著的县市区及开
发区工作优秀单位的通报 （浙政发 〔２０１２〕３６
号）。通报指出，２０１１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
内形势和各种困难矛盾，全省各地及商务系统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着力稳增长、抓转型、促

和谐，全省商务运行呈现出平稳增长、结构优

化、质量提升的良好态势，较好地完成了年初既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 “十二五”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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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为鼓励先进，促进我省商务工作又好又快

发展，省政府决定对绍兴县等 １０ 个对外贸易成
绩显著的县 （市、区）；杭州市萧山区等 １０ 个
利用外资成绩显著的县 （市、区）；象山县等 １０
个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成绩显著的县 （市、

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１５ 家开发区工作
优秀单位给予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县 （市、区）和开发区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争取更

大的成绩。全省各市、县 （市、区）要进一步

加强对商务工作的领导，紧紧围绕 “创业富民、

创新强省”总战略和 “稳中求进、转中求好”

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全省商务事业平稳较快

发展，切实加快商务发展方式转变，为全面建成

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浙江省 ２０１１ 年度外经贸工作成绩显著的县
（市、区）及开发区工作优秀单位名单：

一、对外贸易成绩显著的县（市、区）

绍兴县、宁波市鄞州区、杭州市萧山区、宁波

市北仑区、慈溪市、余姚市、诸暨市、杭州市余杭

区、海宁市、永康市。

二、利用外资成绩显著的县（市、区）

杭州市萧山区、嘉善县、杭州市拱墅区、余姚

市、慈溪市、杭州市下城区、平湖市、宁波市镇海

区、三门县、景宁畲族自治县。

三、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成绩显著的县（市、

区）

象山县、杭州市萧山区、诸暨市、桐乡市、宁波

市江北区、宁波市鄞州区、上虞市、杭州市滨江区、

杭州市西湖区、海宁市。

四、开发区工作优秀单位

（一）国家级开发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州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省级经济开发区。

余姚经济开发区、富阳经济开发区、柯桥经济

开发区、永康经济开发区、余杭经济开发区、德清

经济开发区、海宁经济开发区、安吉经济开发区、

诸暨经济开发区、桐乡经济开发区。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
关于成立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协调小组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１ 号）。通知指出，为加大全
省新建高速公路推进力度，省政府决定成立浙江

省高速公路建设协调小组。现将协调小组成员名

单公布如下：

总协调人：谢济建（省政府副秘书长）；副总

协调人：郭剑彪（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赵彦年（省

发改委副主任）；成员：魏跃华（省财政厅副厅

长）、张国斌（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方敏（省环

保厅副厅长）、周日良（省建设厅总规划师）、徐纪

平（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德宝（省交通运输

厅副厅长）、连小敏（省水利厅副厅长）、桑均尧

（省国资委副主任）、王洪涛（省交通集团总经

理）、张鲁芸（省交通集团副总经理）。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王德宝

兼任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来文目录
国发〔２０１２〕１４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２〕１５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２０１２〕１６ 号 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公安机关先进模范集体的决定

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３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４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

划的通知

收发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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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５ 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 ２０１２ 年纠风工作实
施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６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２ 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７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２０１２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８ 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

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９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 ２０１２ 年全国政务公开和政务
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３０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２ 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３１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的
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发文目录
浙政发〔２０１２〕３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３６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２０１１ 年度外经贸工作成绩显著的县市区及开发区
工作优秀单位的通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３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３８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於惠民等 ６１ 名同志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２〕３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工业强省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４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２〕４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务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２〕４２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政工作加快推进民政事业城乡一体化的

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协调小组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５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市场交易平台建设和监管工作的

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８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统计局等部门关于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

设统计监测办法（试行）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政府网站日常运维监测实施办法的

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批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２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２０１２ 年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３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５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６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厅省统计局关于浙江省创新城市（县、区）

评价指标体系方案（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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