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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调查概要 
1. 调查目的 

本调查目的在于掌握我国企业在海外展开事业活动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推进今后的产业政策及 

贸易政策。自1971年度以来，每年实施的。 

 
2. 调查的法律依据及严守机密 

此次调查，是由经济产业省依据统计法组织实施的。 
此外，受访者在此次调查中所填写的内容，依据统计法受个人隐私保护，因此，除用于统计之外，

不用于诸如征税事务等的其他目的（统计法第41条）。 

 
3. 调查对象 

(1) 总公司企业 

以2018年3月底当天，在国外拥有或曾经拥有过当地法人的我国企业为对象（金融·保险业、

不动产业除外。以下简称“总公司企业”）。 

(2) 当地法人 
以下的外国法人为本调查对象。 

在此，将子公司和孙公司统称为“当地法人”。 
① 日方出资比例合计在10%以上的外国法人(子公司─事例1及2) 

② 日方出资比例合计在50%以上（不包括50%）的子公司另出资50%以上所办的外国法人（孙

公司─事例3及4） 

③ 日方母公司出资与日方出资比例合计在50％以上的子公司另出资比例合计在50％以上所

办的外国法人（孙公司─事例5） 

此外，当地法人只要符合上述条件，所有的行业都将成为调查对象。 
 

＜子公司对象事例＞ 
事例1 

日本国内 海外 
 

 
 
 

此时，A公司向B公司的出资比例合计超过10%，B公司成为调查对象。 
事例2 

日本国内 海外 
              

 
此时，A公司和B公司向C公司的日方出资比例合计超过10%，C公司成为调查对象（此

时，A公司应作回答。）。 
 
＜孙公司对象事例＞ 

 
事例3 

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此时，A公司向B公司的出资比例超过50%，且B公司向C公司的出资比例也在50%以上，

因此C公司成为调查对象。 

A 公司 B公司 

A公司 C公司 

B公司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80％ 60％ 

20％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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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4 
 

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B公司、C公司出资比例为20＋31＝51％，由于日方合计出资比例超过50％，D公司成

为调查对象。 

 
事例5 

 
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此时，鉴于对C公司合计出资比例也已超过了50％，因此Ｃ公司成为调查对象 

 

 
※不作为孙公司对象的事例 
 

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此时，鉴于A公司对B公司的出资比例没有超过50%，B公司对D公司的出资不作为计

算出资比例的对象。虽然A公司对C公司的出资比例为100%，由于C公司对D公司的出

资比例没有超过50%，故D公司不作为调查的对象。 

 
4. 调查方法 

本调查采取书面形式进行，即将调查表分发至各总公司企业，各总公司则基于各自所掌握的情况进

行填写，填完后寄回。 
根据需要，有可能由经济产业省通过电话等对内容进行查询。 

 

5. 调查表的提交期限 

本调查表提交期限：最迟2018年8月31日必到。 

 
6. 调查结果的公布 

本调查作为行业分类、地区分类等或统括加以统计，预定由大臣官房调查统计组企业统计室及贸易

经济振兴局贸易振兴科进行分析、予以公布。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C公司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A公司 B公司 D公司 

C公司 

60％ 48％ 

5％ 

80％ 20％ 

60％ 31％ 

50％ 60％ 

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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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共通事项 
 
1. 调查时间及调查年度 

本调查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当天，请填写调查对象年度即2017年度年间实际成绩。 
(1) 1年结算的情况 

请将2018年3月31日或不到该日的最近结算日作为2017年年度末来填写。 
(2) 半年结算的情况 

请将2018年3月31日或不到该日的最近结算日作为2017年年度末，年间实际成绩应加算该当期前

期，即合计上、下期来填写。 

(3) 改变结算期等情况 
如因结算期的改变等难填年度间实际成绩时，请按贵社区分适当填写。 

此时，请在备注栏内写明其内容。 

 
2. 数值填写 

(1) 本公司企业调查表、当地法人调查表请都以“单件”填写。 

(2) 数值单位不满时，请四舍五入。 
(3) 各栏数值一格一字，均靠右填写。 

(4) 负数时，请在金额前加上“△”。 
 

例：      △  1  2  3  

 
(5) 难以算出精确数值时，可概算或推算。 
(6) 没有业绩时，请填上“0”。 
 

 
3. 金额换算成日元 

(1) 所有的金额均以日元来表示，以1百万日元为单位，不满1百万日元时请四舍五入。 
(2) 关于如何换算成日元，请参照附表1.“国家分类、地区分类表（附有各国货币兑换表）”。 

另，资本金请按贵公司出资当时的汇率换算。 
数值栏以日元换算，十万日元的位数不满时，请四舍五入。不满一百万的项目，请填上“0”。 

此时请在调查表栏外写上当地通货额、换算汇率。 
(3) 如难以算出精确金额时，可概算或推算。 

 
4. 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1) “总公司企业调查表”，均应由总公司企业填写。 
(2) “当地法人调查表” 

①对于2018年3月31日当天总公司企业拥有的所有当地法人，每1家当地法人则填写1张“当地法人调

查表”。 

另，当“当地法人调查表”不够的话，烦请与经济产业省联系或复印后填写。 
 

②日方出资者为一个以上时 
针对相应的当地法人，如果日方为共同出资，烦请日方出资比率最多的总公司企业（如果出资比率

相同，则由干事企业）填写。 
 

③有孙公司时 
请由填写了有关出资于相应的孙公司的当地法人（子公司）“当地法人调查表”的总公司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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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这种情况，C公司和D公司的调查表应由A公司或B公司填写，若C公司的调查表由A公

司填写的话，那么D公司的调查表也请A公司一并填写。 

④提交的调查表原则上请使用日文。 
但如果是填写在外文版上的，则也可提交。 

当地法人调查表及其填写要领，除日语之外，还备有英语丶汉语2种外文版。 
除英文版外，其他1种外文必要时可以另行交送，请与经济产业省联系。 

调查表在经济产业省的主页里也有登载，敬请阅览。 

 

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kaigaizi/index.html（経済産業省ＨＰ） 

 
5. 关于以CD等电子介质提交数据 

如果受访者希望以CD等电子介质提交数据，请务必在填写数据之前与我们联系。经济产业省另备有

指定格式的电子文档。我们不接受非指定格式的电子文档，请各位谅察。 

 

A公司 

C公司 D公司 

B公司 

5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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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总公司企业调查表 
 

关于调查表第1页中的“填写内容核对栏”、“企业概况”，根据贵公司过去报告提供的情况而制作

了未定稿版。当未定稿版内容中存在着订正部分时，请用＝线划掉，并加以修正。 
另，没有在未定稿版上记载时，必须填写。 

 
填写内容核对栏 

填写人姓名 
请写上填表人姓名。 

所属部门名 
请写上填表人所属部门名。 

电话号码 
请写上填表人所属部门的电话号码（包括市外市内的全位号码）。 

 

1 企业概况 

101. 企业名称 
请填入商号或其它在业务上正式使用的名称。 

另，填写振假名（汉字上所标假名）时，请用片假名。 
如“株式会社”的片假名应标为“カブ”。 

102. 所在地 
请填写公司章程上所记载的总公司或总店的所在地及邮政编码。 

但是，注册登记簿上的总公司或总店的地址与实际具有总公司功能的地址相异时，请写实际具有

总公司功能的地址。 

103. 行业分类 
此次调查所使用的行业分类表，是依据日本标准行业分类制作而成。填写调查表时请参照《附表

4. 行业分类表》，填写相应的行业编号、行业名称。 
在此次调查中，如果出现行业无法确定的情况，请填写贵公司的具体业务内容。此外，如果业务

内容涉及多个行业，请填写赢利或销售额份额最大的行业。 
另外，此次调查所遵循和使用的，是2013年10月日本标准行业分类修改后的行业分类方法。 

104. 消费税的处理 
在填写金额项目时，应填写是否含消费税。 

含税的话请圈1，不含税的话请圈2。 

105. 资本金或出资金 
请填写截止2018年3月末的资本金数额或者出资金额。 

 

2 企业的投产状况等 

201. 调查对象海外当地法人的有无 
有关实施调查时(2018年3月末当天)“日方出资比率总计10%以上的海外当地法人”或“由日方出

资比率总计超过50%的子公司出资超出50%的外国法人”的有无，请在相应的号码处标上○记号。 

另外，即便选择“2. 无”，若该法人一直存在至年度中途，亦请在当地法人调查表中填入其实际

业绩后予以提交。 

202. 总公司企业投产状况 
请根据贵公司在2018年3月末这一调查时点上的开工状况，从[1.开工]、[2.初决算前]、[3.停工]、

[4.解散清算]中选择相应选项，在编号上画圈。 
如果选择[4.解散清算]，请在[4－1]中选择所处的时期、在[4－2]中选择相符的选项并在上面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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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雇用状况 

301. 常任雇员人数 
请填写贵公司的正常从业员工数。 

所谓“正常从业员工数”，是指付薪干部与常用员工（与全职正式员工、全职正式职员、兼职员

工、计时工、特约顾问、合同员工等称呼无关，包括雇佣合同期限超过一个月的受雇员工、2018年3月

末受雇超过18天的员工、在最近结算期前两个月内受雇超过18天的员工）人数的总和。也包括主要由贵

公司支付薪水的、临时派驻其他公司的人员以及自其他企业临时派驻贵公司的人员。付薪干部是指董事、

监事、理事等干部中，正常出勤工作并每月领取薪资的员工。请不要将人才派遣公司派遣的从业员工包

括在“正常从业员工数”之内。 

 

4 损益计算项目 

401. 营业额 
请填写本公司矿产品的营业额、本公司产品的营业额、加工费收入额（承接外单位所提供的原材

料、半成品、零部件进行加工时获取的加工费）、购入商品的营业额、其他事业收入（建筑业的工程收

入、农林水产业、饮食店、服务业的收入额等、代理商、经纪业中的营业额不是商品交易额而是手续费

收入额）的合计额。 

402. 其中出口额 
上述销售额中，对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办理海关手续，直接出口的金额及服务等交易，出口了的话

也填写该金额的合计。 

403. 其中向当地法人的出口额 
上述出口额中，对向当地法人直接出口的金额及服务等交易，出口了的话也填写该金额的合计。 
 

如果贵公司已对《2018年经济产业省企业活动基本调查》做了回答则无需填写调查项目中的“401.
营业额”和“402.其中出口额”。 

另外，金融业、保险业*不属于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之总公司企业调查的对象行业。 
【关于经济产业省企业活动基本调查】 

如果贵公司拥有属于下表中所记载行业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并且从业员工超过50人、资本金或出

资金额超过3000万日元，则须接受经济产业省的其他调查。 
 

经济产业省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的对象行业一览表 

矿业，采石业，采碎石业  

制造业  

电力行业、煤气行业、热供给业、自来水业 电力行业，煤气行业 

信息通信业 

软件行业 

信息处理与信息服务业 

互联网关联服务业 

电影业，录像制作业，电视节目制作业 

动画制作业 

报业，出版业 

批发业，零售业 批发业，零售业 

金融业，保险业* 信用卡业，分期付款金融业 

物品租赁业 

工业用、办公用机械器具租赁业（含短期租赁），汽车租赁

业（不含短期租赁），体育娱乐用品租赁业（含短期租赁）

等 

学术研究，专业技术服务业 

学术、研发机构 

设计业，机械设计业 

工程技术业 

广告业，图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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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非破坏性检验业，计量证明业 

饮食服务业 

饮食店（不包含日式酒馆，啤酒店，西式酒吧，兼营歌舞

厅的酒馆，夜总会） 

外卖、配送饮食服务业 

生活相关服务业，娱乐业 

洗衣业，其他洗涤、理容美容业、洗澡业 

冠婚葬祭业（含冠婚葬祭互助会） 

其他生活相关服务业 

照片冲洗业 

电影院，高尔夫球场，体育设施提供业，保龄球场 

公园，游乐场、主题公园 

教育、学习支援业 
外国语会话教室 

文化教室（综合性文化教室） 

服务业（无法归入分类的行业） 

废弃物处理业 

机械等修理业 

职业介绍业，劳动者派遣业 

展览业 

电话营销业 

其他业务的服务业 

 

 

5 海外的收益 
请填写以结算为基准的从当地法人中得到的收益(红利、专利权使用费、借款利息等)。 
贵公司未必是此项目的当地法人的最大出资人。 

501. 合计 
请填写以结算为基准的从当地法人中得到的收益。 

502. 其中红利 
请填写以决算为基础的贵公司出资相应的从当地法人中得到的红利。 

在营业额中，请填写以本公司的名义办理海关手续、直接出口的金额。 

503. 其中专利权使用费 
请填写以结算为基础的贵公司提供给当地法人的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等得到的等价报酬。 

 

6 关于来自当地法人的红利 
6－1. 就今后的短期或中长期方针而言，当地法人对贵公司的红利金额是增加还是减少？请选择一个相应

的编号、在上面画圈。 
611. 请就短期（自现在起1～2年后）方针选择一个相应的编号。 

612. 如果在611中回答了“1.增加”或“2.减少”，那么，与前一年相比，预计增加或减少多少？请选择一

项并画圈。 

613. 请就中长期（自现在起3～5年后）方针选择一个相应的编号。 
614. 如果在613中回答了“1.增加”或“2.减少”，那么，与前一年相比，预计增加或减少多少？请选择一

项并画圈。 
 

6－2. 就短期或中长期方针而言，以当地法人回流的红利为资金源，贵公司将会把这些资金用于何种用途？

请选择相应的编号并画圈（可多项选择）。 

621. 请就短期（自现在起1～2年后）方针选择相应的编号。 
622. 请就中长期（自现在起3～5年后）方针选择相应的编号。 

 
7 2017年度进行新投资(设立海外当地法人·对海外企业的资金投资)注或者追加投资(增资等)的请在“1”

上圈○，没有进行的请在“2”上圈○。 
(1) 选择“1”的，请回答8、9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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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2”的，不必填写以下的项目。 

注：所谓“设立海外当地法人”，是指在海外设立了当地法人且该当地法人符合条件、属于此次调

查的对象。 

 “对海外企业的参资”，是指对海外的既存外国企业出资从而使该外国企业符合当地法人条件、

成为此次调查的对象。 

 关于调查对象的范围，请参照第一页“3. 调查对象”。 

 

8 有关决定投资的动机 
关于贵公司决定投资时的动机，请选择最多3项为止，并在相应的代号上圈选○记号。 

 

9 有关今后的海外战略 
对于贵公司当地法人将来(五年目标)的经营计划，请分别选择1项，并在相应的代号上圈选○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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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当地法人调查表 
 

当地法人调查表第1页中的“1当地法人概况”、“2出资情况”，根据贵公司过去报告提供的情况而

制作了未定稿版。当未定稿版内容中存在着订正部分时，请用＝线划掉，并加以修正。 
另，没有在未定稿版上记载时，必须填写。 

 

1 当地法人概况 

101. 当地法人名称 
请用ＡＢＣ等罗马字母（均大写字母）填写当地法人名称。 

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地法人时，也应同样填写。 

（例）上海经产电机有限公司→SHANGHAI KEISAN ERECTRIC CO. LTD. 

102. 国家·地区分类 
关于当地法人的所在地，请参照“附表1. 国家和地区分类表”，填入三位数的国家和地区代码，国

家和地区名。 
香港使用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国家地区的代码，请注意。 

103. 州·省分类 
关于美国或中国，请参照“附表2. 美国各州分类表”及“附表3. 中国各省分类表”，分别填入两位

数的州代码或省代码,州名或省名。 

104. 行业分类 
此次调查所使用的行业分类表，是依据日本标准行业分类制作而成。填写调查表时请参照《附表4.

行业分类表》，填写相应的行业编号、行业名称。 

在此次调查中，如果出现行业无法确定的情况，请填写贵公司的具体业务内容。此外，如果业务内

容涉及多个行业，请填写赢利或销售额份额最大的行业。 

另外，此次调查所遵循和使用的，是2013年10月日本标准行业分类修改后的行业分类方法。 

105. 设立·资本投入时期 
请用月的形式为止填入当地法人进入时期。 
设立时期与资本投入时期相异时，请优先填写资本投入时期。 

106. 结算月 
请以两位数月的形式填入本调查填写关于结算内容的结算时期。 

另，结算时期为复数时，请填入空白栏目中。 

107. 分子公司和孙公司 
关于当地法人，请站在贵社立场上来看，是子公司还是孙公司，在相应的代号上圈选“○”。曾孙

公司不在对象范围内。 

所谓子公司是指包括贵社在内，日方出资比例占10％以上的海外法人（但是，贵社应占日方最多出

资比例;如果贵社是占日方最多出资比例者之一，则贵社应为干事企业）。 

所谓孙公司是指包括贵社在内，日方出资比例在50％以上（但是，贵社应占日方最多出资比;如果贵

社是日方最多出资比例者之一，则贵社应为干事企业）的海外法人再出资50％以上所办的海外法人。 

子公司名称 
若从贵社立场上来看当地法人是孙公司的话，请用ＡＢＣ等罗马字母（均大写字母）填写从贵社来

看属于子公司（从当地法人来看属于总公司）的名称。 
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地法人时，也应同样填写。 

（例）上海经产电机有限公司→SHANGHAI KEISAN ERECTRIC CO. LTD. 

108. 持股公司与非持股公司的区别 
当地法人是持股公司(纯粹持股公司,业务持股公司)、非持股公司,请在相应的代号上圈选记号。 
持股公司是指不以经营业务为目的，而是以持有多个公司的股票从而支配这些公司为主要目的制定

集团总体经营规划的公司。 
纯粹持股公司是指上述的持股公司之中,不经营业务,是以支配,管理子公司为目的的公司。 

业务持股公司是上述的持股公司之中,也经营自己的业务,并通过所拥有股份来支配子公司的业务活

动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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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资情况 

201. 资本金或出资金 
非授权资本，请填写已付入的资本金金额。 

然而，此处所称的出资金是指相当于股份公司等的资本金，具体被设想为组合等。请注意，这并不

是由日方出资者所分担的出资额。 

此外，在日元换算时，请继续采用贵公司在资本金等出资时所使用的汇率。 
因此，只要实际上不进行增资或减资等，其资本金则不会因外汇汇率的变动而变动。 

202. 日方出资比例 
请从右边顶头开始填写包括现在的贵公司在内的当地法人的日方出资比例(写到小数点以下1位，第2

位四舍五入)。 
如是孙公司,则请将对“子公司”的日方出资比例×“子公司”对“孙公司”出资比例(间接出资比例)

作为日方出资比例。 

 
（例1）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例2)间接出资人为复数时，请填写各间接出资比例的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例3)除间接出资以外还有母公司的直接出资的，请填写间接出资比例和直接出资比例的合计 

 

日本国内 海外 海外 
 
 
 
 
 

 
 

 

3 投产状况 

301. 投产状况 
关于在接受本调查时（2018年3月底当天）的当地法人的投产状况，请在适当代号上圈选○记号。 

1. 投产中 
所谓投产（营业）中，是指实际投产或营业状态情况。 
在此以后的项目，除“4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的情况”以外，请在所有项目内填写。 

2. 初次决算前 
所谓设立后初次决算前，是指设立后虽已开始投产，但尚未到最初结算时期。 

若符合这种情况，以后的项目可仅就能填写的项目填写，也可作概算或推算。 

B公司 C公司 A公司 

A公司 B公司 D公司 

C公司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16% ＋ 18.6％ ＝ 34.6％ 

80％ 60％ 80％ × 60％ ＝ 48.0％ 

出资比例 48.0％ 

60％ 48％ 

5％ 

60% × 48％ ＝ 28.8％ 
28.8％ ＋ 5％ ＝ 33.8％ 

出资比例 33.8％ 

80% × 20％ ＝ 16％ 

60% × 31％ ＝ 18.6％ 

出资比例 34.6％ 

80％ 20％ 

6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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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设立·未投产 
未设立是指出资后尚未设立；未投产是指设立后尚未投产。 
若符合这种情况，以后的项目可仅就能填写的项目填写，也可作概算或推算。 

4. 休眠中 
所谓休眠中是指没有进行生产（营业）的企业情况。 

若符合这种情况，以后的项目可仅就能填写的项目填写，也可作概算或推算。 

5. 解散、撤退 
解散是指公司中止营业活动，进入希望消除其法人资格的状态。 
解散之中包括清算(是指因合并以外的原因而解散后，处理公司法律关系的手续。)、所谓倒闭、破产

等。 
所谓撤退是指该当地法人被变卖、吸收·合并、转移(迁移到其他国家、地区)，合并(是指与我国同

一个总公司企业相关的数家以上当地法人合并为一的情况)等其结果使该所在地的当地法人消失，日方出资

比例降至0%。 

若符合这种情况，请仅就“4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的情况”项目填写。 

6. 出资比例下降 
出资比例下降，是指该当地法人的日方出资比例合计降至10%以下，超过0%未满10%。 
若符合这种情况，请仅就“4 4-1.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的时期”项目填写。 

 

4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情况 

4-1.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时期 

411. 解散、撤退、出资比例下降时期 
在符合解散或撤退、出资比例下降时期的代号上圈选○记号。 

 

4-2. 解散、撤退的理由 

421. 解散、撤退的理由 
关于贵公司进行解散以及撤退的主要理由，请从选择内容中选出1个主要理由，在其代号上圈选○记

号。 

 

5 雇用状况(截至2018年3月末止) 

501. 常任雇员人数 
请填写截止2018年3月末贵公司的付薪干部与常用员工（包括日方派遣人员）的合计人数。日方派遣

人员不论当地法人是否支付其薪资。 

此外，如果无法提供2018年3月末的时点状况，请填写距离此时点最近结算期的正常从业员工数。 

502. 其中日方派遣人员 

请填写“501. 常任雇员人数”中的日方派遣人员（不论当地法人是否支付其薪资）。 

 

6 事业活动状况 

6-1. 销售额 

611. 销售额 
有关出口额(出口日本、第三国的出口额)，请填写以本公司名义办理报关手续直接出口的金额。 

对物品以外的服务等交易，有出口的话也请填写。合同地与出口地不同的话，请填写出口地。 
(1) 2017年度销售额实际成绩 

销售额实际成绩，请填写2017年度的本公司矿产品销售额、本公司产品销售额、加工费收入额（加

工其他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时的加工费）、购入商品销售额、其他事业收入（代理商、委

托销售企业中的销售额不是商品的经营额，而是手续费收入额）合计值。 
※611. 销售额=612. 出口日本销售额+615. 当地销售额+619. 出口第三国销售额的合计额。 

(2) 2018年度的估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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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2018年度的销售估计额。 

612. 出口日本销售额 
在2017年度的销售额中，请填写出口日本的金额(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办理入关手续出口的金额)。 

※612. 出口日本销售额=613. 对总公司出口额+614. 对其他企业出口 

613. 对总公司出口额 
请填写对日本出口金额当中对日本境内总公司的出口金额部分。 
如果当地法人是孙公司，则请填写对当地法人的总公司（位于海外）的上级总公司（日本境内企业）

的出口金额。 

614. 对其他企业出口 
请填写对日本出口金额中对除613之外的日本境内企业的出口金额部分。 

615. 当地销售额 
请填写 2017 年度销售额中在当地法人所在国境内的销售额部分。 
※615.当地销售额＝616.对日资企业销售额+617.对当地企业销售额+618.对其他企业销售额。 

616. 其中销售给日资企业的 
填写在当地法人所在国家内销售的金额中销售给日资企业的金额。 

617. 其中销售给当地企业的 
填写在当地法人所在国家内销售的金额中销售给当地企业（产品和服务打入国家的当地国籍的企业）

的金额。 
618. 对其他企业销售额 

请填写在当地法人所在国境内的销售额中对除 616、617 之外的企业的销售金额部分。 

619. 出口第三国销售额 
请填写2017年度出口额中612. 向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口的金额的合计。 

在该当地法人所在国的销售不是619. 出口第三国的销售出口额，故请填在615. 当地销售额的栏内。 

例:在美国的当地法人向美国国内销售时，请填写在当地销售额的栏内。同当地法人向加拿大销售时，

请填写在面向第三国以及北美的栏内。 

※619. 出口第三国销售额=620. 北美+621. 亚洲+622. 欧洲+623. 其他地区的合计额。 
620～623. 北美～其他地区 

在填写上述619. 出口第三国销售额时，请分620. 出口北美、621. 出口亚洲、622. 出口欧洲、623. 出

口其他地区填写。 

 
**贵公司在中国本土、香港拥有当地法人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贵公司所拥有的中国本土的当地法人向中国本土销售时，请填写在“615. 当地销售额”的栏内。 

※贵公司所拥有的中国本土的当地法人向香港销售时，请填写在“619. 面向第三国出口额(621. 亚洲)”的

栏内。 

※贵公司所拥有的香港的当地法人向香港销售时，请填写在“615. 当地销售额”的栏内。 
※贵公司所拥有的香港的当地法人向中国本土销售时，请填写在“619. 面向第三国出口额(621. 亚洲)”的

栏内。 

 

6-2. 采购额 
624. 采购额  2017 年度实际采购额 

实际采购额，请填写在 2017 年度当中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的采购金额与自其他企业采购商品

的金额的合计值。 
关于商品进口额（自日本进口额、自第三国进口额），请填写以自己公司名义办理了通关手续的直接

进口金额。此外，还请填写除商品之外的服务等贸易的进口额。如果签订合同的对象与出口的实际发货方

不统一，请填写实际发货方名称。 

※624.采购额＝625.自日本进口额+628.当地采购额+632.自第三国进口额。 
625. 自日本进口额 

请填写 2017 年度采购额当中的自日本进口金额部分。 
※625.自日本进口额＝626.自总公司进口额+627.自其他企业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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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自总公司进口额 
请填写自日本进口额当中自日本境内总公司的进口金额部分。 
如果当地法人是孙公司，则请填写自当地法人的总公司（位于海外）的上级总公司（日本境内企业）

的进口金额。 
627.自其他企业进口额 

请填写自日本进口金额当中除 626 之外的日本境内企业的进口金额部分。 
628.当地采购额 

请填写 2017 年度采购额当中自当地法人所在国的采购金额部分。 

※628.当地采购额＝629.自日资企业采购额+630.自当地企业采购额+631.自其他企业采购额。 

629. 其中从日资企业进口的 
填写从当地法人所在国家内采购的金额中的从日资企业采购的金额。 

630. 其中从当地企业进口的 
填写从当地法人所在国家内采购的金额中的从当地企业（当地国籍的企业）采购的金额。 

631.自其他企业采购额 

请填写自当地企业所在国采购额当中除629、630之外的企业的采购金额部分。 

632. 进口第三国采购额 
请填写2017年度进口额中除从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进口的金额合计额。 

在该当地法人所在国的采购不是632. 进口第三国采购额，故请填写在628. 当地采购额栏内。 
例: 在美国的当地法人向美国国内采购时，请填写在当地采购额的栏内。同当地法人向加拿大采购

时，请填写在面向第三国以及北美的栏内。 

※632. 进口第三国采购额=633. 北美+634. 亚洲+635. 欧洲+636. 其他地区的合计额。 
633～636. 北美～其他地区 

在填写上述632. 进口第三国采购额时，请分633. 进口北美、634. 进口亚洲、635. 进口欧洲、636. 进

口其他地区填写。 

 

 

**贵公司在中国本土、香港拥有当地法人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贵公司所拥有的中国本土的当地法人从中国本土采购时，请填写在“628. 当地采购额”的栏内。 
※贵公司所拥有的中国本土的当地法人从香港采购时，请填写在“632. 从第三国进口额(634. 亚洲)”的栏

内。 
※贵公司所拥有的香港的当地法人从香港采购时，请填写在“628. 当地采购额”的栏内。 

※贵公司所拥有的香港的当地法人从中国本土采购时，请填写在“632. 从第三国进口额(634. 亚洲)”的栏

内。 

 

7 费用、收益·利润分配、研究开发状况 

7-1. 费用 

711. 销售成本 
请填写相对于销售额的制造成本（制造所需的材料费、劳务费、各种经费）、商品采购额成本等贵

公司(当地法人)的整体总成本(建设业则为建设工程的成本)。 

712. 经销费·一般管理费 
请填写销售业务、一般管理业务所发生的费用（即涉及营业、整个企业管理所需的工资、差旅费、

广告宣传费、信息处理费、通信费、不动产租金、动产租金等费用）。 

713. 工资总额 
请以未扣税金额［在扣除所得税、地方税、社会保险费（健康保险、厚生年金保险等）及劳动保险

等以前的金额］填写所支付的工资额（基本工资、诸津贴、奖赏等定期或临时发给的报酬）或应该支付的

工资的总额。但是，不应该包括公司负担的法定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健康保险、厚生年金保险等）、劳

动保险费］。 

请填写销售成本和经销管理费内所包括的工资的合计额。 
714.租赁费 

租赁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与矿山机械、生产机械、汽车、陈列柜、办公用机械等动产的租赁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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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金额。但是，计算机（含终端机）的租赁费用不包括在内。 

此外，请填写包含在进货价格中的租赁费与包含在销售管理费用中的租赁费的合计金额。 

 

7-2. 收益·利润分配 

721. 经常利益 
请填写营业损益及营业外损益的合计额。 
损失时，请在金额前注上“△”。 

另，通常损益也可采用下记方法计算。 
通常损益＝（销售额－销售成本－经销费·一般管理费）＋（营业外收益－营业外费用） 

※当该国的会计原则没有通常损益的概念时，请填写税前损益。 

722. 法人税等 
请填写2017年度应缴纳的法人税、住民税等的金额。在金额前面请不要注“△”。 

723. 本期純利益 
请填写从通常利益和特别损益的合计额中扣除法人税等后的金额。 
损失时，请在数值前面注上△。 

724. 本期内部保留额 
请填写利润分配后2017年度积累的内部保留额。 

亏空时，请在数值前面注上“△”。 
另，本期内部保留额也可采用下记方法计算。 

本期内部保留额＝本期纯损益－分红 

725. 2017年度末内部保留余额 
请填写按下列公式计算的2017年度末的内部保留余额。 
亏损时，请在数值前面加入“△”。 

年度末内部保留余额＝固有资产－资本金－资本储备金 
另，若在2017年度末有新股份纳入款时，与资本金和资本储备金相同，请从固有资本中扣除后计算。 

 

7-3. 支付费用 
731. 向日方出资者支付的费用 

请在结算基础数据表中填写当地法人向日方出资者支付的费用（红利、专利权使用费、借款利息、

技术指导费等）总额。 

732. 其中红利 
请填写当地法人向日方出资者支付的费用之中（731），日方出资者的出资部分的红利金额。 

733. 其中专利权使用费 
请填写当地法人向日方出资者支付的费用之中（731），日方出资者所提供的专利权、著作权的使用

费的金额。 

734. 向非日方出资者支付的费用 
请在结算基础数据表中填写当地法人向非日方出资者支付的红利、专利权使用费、借款利息、技术

指导费等的总额。 

 

7-4. 研究开发费 

741. 研究开发费 
请填写为进行研究而使用的劳务费、物品费，其中包括有关研究的有形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合作研

究分担费用及研究委托费。 

在此所称研究开发是指为了求得新知识或开辟活用现有知识途径对事物、功能、现象等所付出的创

造性的努力和探求。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不仅是研究，亦应包括有关产品以及生产制造工程等所进行的开发和技术改善

而展开的活动。 

研究开发费即为进行上述研究开发而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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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备投资状况 

801. 设备投资额 
(1) 2017年度设备投资额实际成绩 

请填写本年度有形固定资产的（包括建设设备投资估计额、土地除外）折旧前的取得额。 
(2) 2018年度估计额 

请填写2018年度的估计额。 

 

9 主要产品 
贵公司的行业分类为制造业（0401～1906）的话请填写。 

 
901－1. 所谓最终财，是指以家用为目的购入的产品或用作企业生产设备的机械等，以及用于建筑工程的

原材料与用于建筑物内装修的物品、用于土木工程的原材料。 
901－2. 所谓中间财，是指生产最终财所必需的零配件或加工品。 

如果无法确定该选择最终财还是中间财，请填写销售额最高的产品的名称、选择该产品的一位主要

购货商并在其名称上画圈。 
填写产品名称时，请参考《调查表填写指南》的《附表4.行业分类表》的内容示例，选择与自家公

司产品最接近的项目并填写。如果《指南》中没有示例，请填明产品用途，由调查事务局根据您所填写的

产品名称与购货商来判断属于最终财还是中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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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国家分类、地区分类表（附各国货币汇率表）　北美、中南美、亚洲

编号 国家、地区名称 货币单位 折合日元 编号 国家、地区名称 货币单位 折合日元

101 美国 Dollar    112.17 302 印度 Rupee 1.72

102 加拿大 Dollar    86.28 303 巴基斯坦 Rupee 1.06

304 孟加拉国 Taka 1.39

201 墨西哥 Peso      5.93 305 斯里兰卡 Rupee 0.74

202 巴拿马 Balboa    112.17 306 缅甸 Kyat 0.08

203 萨尔瓦多 Dollar    112.17 307 马来西亚 Ringgit 26.09

204 巴西 Real      35.16 308 新加坡 Dollar 81.28

205 阿根廷 Peso      6.77 309 泰国 Baht 3.30

206 巴拉圭 Guarani   0.02 310 印度尼西亚 Rupiah 0.01

207 智利 Peso      0.17 311 菲律宾 Peso 2.23

208 秘鲁 Nuevo Sol 34.41 312 柬埔寨 Riel 0.03

209 多米尼加共和国 Peso 2.36 313 老挝 Kip 0.01

210 委内瑞拉 Bolivar   11.24 314 香港 Dollar 14.40

211 玻利维亚 Boliviano 16.23 315 台湾 Dollar 3.68

212 巴拿马共和国 Dollar    112.17 316 越南 Dong 0.0050

213 哥伦比亚 Peso      0.04 317 韩国 Won 0.10

214 危地马拉 Quetzal   15.26 318 尼泊尔 Rupee 1.07

215 厄瓜多尔 Dollar    112.17 319 文莱 Dollar 81.28

217 尼加拉瓜 Cordoba   3.73 320 中华人民共和国 Yuan 16.59

218 哥斯达黎加 Colon     0.20 321 澳门 Pataca 13.97

21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Dollar    16.54 399 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 

220 百慕大 Dollar    112.17 　・不丹

221 波多黎各 Dollar    112.17 　・蒙古

223 洪都拉斯 Lempira   4.78 　・东帝汶

225 牙买加 Dollar    0.88 　・马尔代夫

227 开曼群岛 Dollar    134.60

228 维尔京群岛 Dollar    112.17

229 乌拉圭 Peso  3.91

299 中南美其他国家与地区 - 

　・古巴

　・海地

　・伯利兹

　・圣卢西亚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克国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

  ・法属西印度群岛

  ・苏里南

  ・圭亚那

　　注1. 如果未记载该国货币对日元的汇率，则请使用贵公司的
         内部汇率。

　　注2. 当地通货对日元的换算汇率，系采用IMF公布的“IFS”中的
         2017年平均汇率。

其
他
地
区

〔北美〕

〔中南美〕

〔亚洲〕

其
他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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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国家分类、地区分类表（附各国货币汇率表）　中东、欧洲

编号 国家、地区名称 货币单位 折合日元 编号 国家、地区名称 货币单位 折合日元

401 伊朗 Rial 0.0034 501 英国 Pound     143.81

402 以色列 NewSheqel 31.16 502 法国 Euro 126.03

403 科威特 Dinar 373.90 503 德国 Euro 126.03

404 黎巴嫩 Pound 0.07 504 比利时 Euro 126.03

405 沙特阿拉伯 Riyal 29.91 505 爱尔兰 Euro 126.03

40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Dirham 30.56 506 瑞士 Franc     114.46

408 巴林 Dinar 295.18 507 葡萄牙 Euro 126.03

409 卡塔尔 Riyal 30.82 508 荷兰 Euro 126.03

411 伊拉克 New Dinar 0.09 509 意大利 Euro 126.03

499 中东其他国家与地区 - 510 卢森堡 Euro 126.03

　・阿曼 511 西班牙 Euro 126.03

　・约旦 512 希腊 Euro 126.03

　・阿富汗 514 奥地利 Euro 126.03

　・叙利亚 515 挪威 Krone     13.56

516 丹麦 Krone     17.00

518 瑞典 Krona     13.12

519 土耳其 Lira      30.73

520 罗马尼亚 Leu 27.70

521 芬兰 Euro 126.03

522 摩纳哥 Euro 126.03

523 塞浦路斯 Euro 126.03

524 波兰 Zloty     29.67

525 俄罗斯 Ruble     1.92

526 匈牙利 Forint    0.41

527 捷克 Koruna 4.80

528 斯洛伐克 Euro 126.03

530 斯洛文尼亚 Euro 126.03

531 爱沙尼亚 Euro 126.03

532 拉脱维亚 Euro 126.03

533 立陶宛 Euro 126.03

534 保加利亚 Lev 64.47

535 克罗地亚 Kuna 16.94

536 乌克兰 Hryvnya 4.22

537 哈萨克斯坦 Tenge 0.34

599 欧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 

　・圣马力诺 ・阿尔巴尼亚

　・马耳他 ・格鲁吉亚

　・乌兹别克斯坦 ・塞尔维亚

　・阿塞拜疆 ・塔吉克斯坦

　・安道尔 ・土库曼斯坦

　・冰岛 ・白俄罗斯

　・列支敦士登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吉尔吉斯 ・亚美尼亚

　・梵蒂冈 ・黑山共和国

　　注1. 如果未记载该国货币对日元的汇率，则请使用贵公司的内部汇率。

　　注2. 当地通货对日元的换算汇率，系采用IMF公布的“IFS”中的
         2017年平均汇率。

〔欧洲〕

其
他
地
区

〔中东〕

其
他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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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国家分类、地区分类表（附各国货币汇率表）　大洋洲、非洲

编号 国家、地区名称 货币单位 折合日元 编号 国家、地区名称 货币单位 折合日元

601 澳大利亚 Dollar    86.28 701 埃及 Pound    6.31

602 新西兰 Dollar   79.55 702 摩洛哥 Dirham   11.58

603 斐济 Dollar    54.19 703 津巴布韦 - 

604 巴布亚新几内亚 Kina      35.16 704 利比里亚 Dollar   1.00

605 萨摩亚群岛 Tala      44.34 705 坦桑尼亚 Shilling 0.05

606 帕劳 Dollar    112.17 707 尼日利亚 Naira    0.37

607 北马里亚那群岛（关岛） Dollar   112.17 708 象牙海岸共和国 CFAF     0.19

609 所罗门群岛 Dollar   14.22 709 马达加斯加 Ariary 0.04

610 新喀里多尼亚 - 710 肯尼亚 Shilling 1.09

699 大洋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 711 埃塞俄比亚 Birr     4.89

　・汤加 712 赞比亚 Kwacha   11.78

　・基里巴斯 713 乌干达 Shilling 0.03

　・瑙鲁 714 加纳 Cedi     25.79

　・瓦努阿图共和国 715 喀麦隆 CFAF     0.19

　・密克罗尼西亚 717 刚果民主共和国 Franc    0.08

　・图瓦卢 718 毛里求斯 Rupee 3.25

　 719 加那利群岛 Euro 126.03

　 725 塞内加尔 CFAF     0.19

726 斯威士兰 Lilangeni 8.41

727 利比亚 Dinar    80.70

729 尼日尔 CFAF     0.19

730 突尼斯 Dinar    46.35

731 南非 Rand 8.41

732 阿尔及利亚 Dinar 1.01

733 安哥拉 Kwanza 0.68

734 莫桑比克 Metical 1.76

799 非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 

　・纳米比亚 ・索马里

　・博茨瓦纳 ・塞舌尔

　・苏丹 ・南苏丹

　・多哥 ・刚果共和国

　・马里 ・卢旺达

　・贝宁 ・加蓬

　・乍得 ・塞拉利昂

　・中非 ・冈比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毛里塔尼亚

   ・吉布提 ・几内亚

　　注2. 当地通货对日元的换算汇率，系采用IMF公布的“IFS”中的
         2017年平均汇率。

　　注1. 如果未记载该国货币对日元的汇率，则请使用贵公司的内部汇率。

〔非洲〕

其
他
地
区

〔大洋洲〕

其
他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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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美国的州分类表

州编号 州编号 州编号

30 22 31

49 40 16

07 48 02

21 43 36

04 26 44

10 18 39

45 25 13

47 20 29

34 08 17

33 14 06

50 03 42

05 41 37

24 46 01

27 11 51

19 35 32

15 38 23

28 12 09

附表3.  中国的省分类表

省编号 省编号

01 17

02 18

03 19

04 20

05 21

06 22

07 23

08 24

09 25

10 26

11 27

12 28

13 29

14 30

15 31

16

州名 州名 州名

阿拉巴马 路易斯安那 俄亥俄

阿拉斯加 缅因 俄克拉荷马

亚利桑那 马里兰 俄勒冈

阿肯色 马萨诸塞 宾夕法尼亚

加利福尼亚 密歇根 罗得岛

科罗拉多 明尼苏达 南卡罗来那

康涅狄格 密西西比 南达科他

德拉华 密苏里 田纳西

佛罗里达 蒙大拿 德克萨斯

乔治亚 内布拉斯加 犹他

夏威夷 内华达 佛蒙特

爱达荷 新罕布什尔 弗吉尼亚

伊利诺斯 新泽西 华盛顿

印第安那 新墨西哥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爱荷华 纽约 西弗吉尼亚

堪萨斯 北卡罗来那 威斯康辛

肯塔基 北达科他 怀俄明

省名 省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江苏省

西藏自治区 山东省

甘肃省 河南省

青海省 山西省

四川省 内蒙古自治区

云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贵州省 陕西省

湖南省 黑龙江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吉林省

湖北省 辽宁省

广东省 天津省

安徽省 重庆市

福建省

海南省 北京市

江西省 上海市

浙江省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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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行业分类表 　

编号 行业名称 内容示例

农业，林业，渔业

0101 农业 耕种农业，畜产农业，农业，园艺服务业等

0102 林业 育林业，原材料生产业，薪炭制造业，林业服务业等

0103 渔业、水产养殖业 海洋渔业，淡水渔业，海水养殖业，淡水养殖业

矿业，采石业，采碎石业

0201 矿业，采石业，采碎石业 金属矿业（金，银，铅，锌，铁，钨等），煤炭、褐色矿业

　（炭矿等），原油、天然气矿业，采石业，采砂、采碎石业，采玉业等

建筑业

0301 建筑业 综合工程业（一般土木建筑工程业，道路铺设工业，木造建筑工程业等），

　按职业分类的工程业（涂装工程业，地板、内装修工程业等），

　设备工程业（电力工程业，电力通信、信号装置工程业等）

食品，饮料、烟草、饲料制造业

0401 食品制造业 畜产食品，水产食品，制米、制粉，调料等

0402 饮料制造业 清凉饮料，酒类等

0403 烟草制造业

0404 饲料、有机肥料制造业 混合饲料，有机肥料等

纤维工业

0501 纺线业，纺织业，化学纤维、 纺纱，化学纤维，碳素纤维，棉纺织，化学纤维纺织，毛纺织，

   捻丝等制造业 　捻丝等

0502 纺织业，编织材料制造业 棉、人造棉纺织品，丝绸、人造丝绸纺织品，毛纺织品，窄幅纺织品，

　圆织编织材料等

0503 染色处理业，绳、网、花边、 染色处理，绳，网，花边，毛毡，无纺布，纤维粗制品等

   纤维粗制品制造业

0504 衣服、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纺织外套，编织外套，贴身内衣，日式服装制品，寝具，地毯等

木材、木制品，木浆、纸、纸加工品

制造业

0601 木材、木制品制造业 一般木材加工，单板，合板，胶合板等

0602 纸浆、纸制造业 纸浆，西洋纸，厚纸，日本纸

0603 纸加工品制造业 瓦楞纸板，壁纸，办公、学习用纸，纸制容器等

化学工业

0701 化学肥料制造业 氮肥，磷肥，复合肥料等

0702 无机化工制品制造业 碳酸纳，无机颜料，压缩煤气、液化煤气，磷酸，盐等

0703 有机化工制品制造业 乙烯等石油化学基础产品，脂肪族中间体，乙醇，

 　苯酚树脂等塑料，合成橡胶等

0704 油脂加工制品、肥皂、合成洗涤剂、 脂肪酸，甘油，肥皂，合成洗涤剂，界面活性剂，涂料，印刷用油墨，

　界面活性剂、涂料制造业 　蜡烛等

0705 医药品制造业 医药品，疫苗，生药、中药制剂等

0706 化妆品、牙膏，其他化妆用调整品 化妆品，洗发水，牙膏等

　 制造业

0707 其他化学工业 炸药类，农药，明胶，粘合剂，照片感光材料等

注.　对于“纯粹控股公司”，请将其所营行业定为“2901 服务业”。  

   　对于“研究所”，请将其所营行业定为与总公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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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行业名称 内容示例

石油制品、石炭制品制造业

0801 石油精炼业 汽油，粗汽油，灯油，轻油，重油等

0802 其他石油制品、石炭制品制造业 润滑油，润滑脂，焦炭，蜂窝煤，煤球，路面铺修材料等

陶瓷业、土石制品制造业

0901 玻璃、玻璃制品制造业 玻璃板，玻璃容器，物理化学用、医疗用玻璃器具等

0902 水泥、水泥制品制造业 水泥，生混凝土，混凝土制品等

0903 其他窑业、土石制品制造业 陶瓷器及相关制品，建筑用粘土制品，耐火物，碳、石墨制品，

　研磨材料等

钢铁业

1001 生铁、粗钢、钢材制造业 生铁，粗钢，钢材，钢管等

1002 铸造锻造品、其他钢铁制品制造业 生铁铸件，钢铁铸件等钢铁型材，生铁与钢铁的制板切割等

非铁金属制造业

1101 非铁金属冶炼、精制业 铜，铅，锌，贵金属，镍，铝等

1102 其他非铁金属制品制造业 伸铜品等非铁金属及合金压延制品，电线，电缆，非铁金属铸件，

　非铁金属锻造品

金属制品制造业

1201 土木工程用、建筑用制品制造业 铁结构，铁塔，桥梁等建筑用金属制品，金属制门窗，

　铁结构预制装配住宅，建筑用金属制品

1202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业 马口铁皮罐，镀锌板，西餐餐具，刀具，五金器具，取暖装置，金属型材，

　金属线制品，螺栓，螺帽，铆钉等

通用机械器具制造业

1301 一般工业用机械、装置制造业 升降电梯，电动扶梯，传送带，工业塔炉，冷冻机，湿度调整装置等

1302 其他通用机械器具制造业 锅炉，电动机，泵，压缩机，灭火器，轴承等

生产用机械器具制造业

1401 农业用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 农业用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化学纤维机械，纺纱机械，织布机械，

　纺织机械制造业 　编织机械，染色处理机械，缝制机械等

1402 生活相关工业用机械、基础原材料 食品机械，木材加工机械，制浆装置、制纸机械，印刷制书、纸工机械，

　产业用机械制造业 　包装、捆包机械，铸造装置，化学机械，塑料加工机械等

1403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 车床，钻床等金属工作机械，压延机械，折弯机等

　金属加工机械等

1404 半导体、平面显示器 晶圆制造装置，半导体制造装置，平面显示器制造装置

　制造装置制造业

1405 其他生产用机械器具制造业 模具，真实装置，自动仪器等

业务用机械器具制造业

1501 办公用、服务用、娱乐用机械器具 复印机等办公用机械器具，营业用洗衣机，汽车洗净机，

　制造业 　公园游乐设施机械，自动售货机，兑换机，自动门等

1502 光学机械器具、透镜制造业 照相机，显微镜，望远镜，电影用机械，光学机械用透镜，棱镜等

1503 其他业务用机械器具制造业 计量器，测定器，分析机器，试验机，测定机械器具，物理化学机械器具，

　医疗用机械器具，武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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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行业名称 内容示例

电力机械器具制造业

1601 工业用电力机械器具制造业 发电机，电动机，其他旋转电力机械，变压器类，电力开关装置，

　配电盘，分电盘，电力熔接机，电炉等

1602 民用电力机械器具制造业 微波炉，冰箱，电饭锅，电风扇，电热水器，空调，

　洗衣机，吸尘器，熨斗，电炉等

1603 电子应用装置制造业 X光装置，医疗用电子应用装置，电子显微镜等其他电子应用装置

1604 其他电力机械器具制造业 灯泡，荧光灯等电力照明器具，蓄电池，干电池，电力测量器，

　工业测量器，化学分析机器，永久磁石等

信息通信机械器具、电子配件、

电子装置、电子回路制造业

1701 通信机械器具及相关机械器具， 电话机，传真机等有线通信机械器具，广播电视播送装置，

　映像、音响机械器具制造业 　手机等无线能信机械器具，广播电视信号接收机，录像机器，

　数码相机，立体声音响，卡拉OK等电力音响机器等

1702 电子计算机及附属装置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个人电脑，磁盘装置，光盘装置等外部储存装置等

　

1703 电子配件、电子装置、 显像管等电子管，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器、

　电子回路制造业 　平面显示器，电阻器，电容器，变压器，磁头，半导体

　内存介质，光盘，电子回路板，组合配件等

输送机械器具制造业

1801 汽车，汽车车体、车厢制造业 轿车，巴士，卡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拖车

1802 汽车配件、附属品制造业 汽车发动机，制动器，离合器车轴，散热器，差速齿轮等

1803 其他输送用机械器具制造业 铁路车辆及配件，船舶，船用机械，飞机及配件，

　工业用车辆及部件与附属品，汽车及部件等

其他制造业

1901 家具、装备品制造业 家具，宗教用具，拉门与隔扇等

1902 印刷及相关行业 印刷业，制版业，制书业，印刷品加工业，印刷相关服务业

1903 塑料制品制造业 塑料制板、棒、管、接口、特殊形状挤压制品、塑料膜、防水布、

　地板材料，合成皮革，工业用塑料制品，发泡塑料、强化塑料制品、

　塑料成型材料等

1904 橡胶制品制造业 轮胎，内胎，塑料或橡胶制鞋子，橡胶传送带，橡胶软管，

　工业用橡胶制品等

1905 鞣皮及制品、毛皮制造业 鞣皮，工业用皮革制品，皮鞋，皮包，箱包，袋子，毛皮等

1906 其他制造业 贵金属、宝石制品，服饰，装饰品，钮扣，钟表，乐器，玩具，眼镜，

　运动用具，笔、铅笔等办公用品，漆器，塌塌米等生活杂货制品等

电力、煤气、热供给、自来水业

2001 电力业，煤气业，热供给业， 发电所，变电所，煤气制造工厂，煤气供给所，热供给业，自来水业，

　自来水业 　工业用自来水业，排水业

信息通信业

2101 通信业 固定电力通信业，移动电力通信业等

2102 广播电视业 公共广播电视业，民间广播电视业，有线广播电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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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行业名称 内容示例

2103 信息服务业 软件业，信息处理、信息服务业

2104 互联网关联服务业 门户网站服务器运营业，应用服务提供商，网站内容提供业，

　电子认证业，信息网络、安全、服务业等

2105 映像、声音、文字信息制作业 映像信息制作、配给业，声音信息制作业，报业，出版业，广告制作业等

运输业

2201 铁道业，铁路旅客运送业，铁路货物 铁路业，铁路旅客运送业，铁路货物运送业，水运业，航空运输业，

　运送业，水运业，航空运输业，邮政业 　邮政业

2202 仓储业、运输相关服务业 仓储业，港湾运送业，货物运送业，运送代理店，捆包业，

　运输设备提供业等

批发业，零售业

2301 批发业 各种商品批发业，机械器具批发业等

2302 零售业 各种商品零售业，饮料食品零售业，机械器具零售业等

金融业，保险业

2401 金融业，保险业 银行业，协同组织金融业，贷款业，信用卡业，金融产品经营业，

　商品期货经营业，保险业等

不动产业

2501 不动产业 不动产经营业，不动产租赁、管理业

物品租赁业

2601 物品租赁业 各种物品租赁业，工业用机械器具租赁业，汽车租赁业等

旅馆业，饮食服务业

2701 旅馆业 旅馆，酒店等

2702 饮食店 食堂，餐馆，专营饭馆，酒馆、啤酒店，咖啡馆等

2703 外卖、配送饮食服务业 外卖饮食服务业，配送饮食服务业

教育，学习支援，医疗，福利，综合

服务业

2801 教育，学习支援 幼儿园，学校，私塾，技能教授场所等

2802 医疗，福利 医院，保健所，托儿所，介护老人保健设施，残障者支援设施等

2803 综合服务业 邮政局，协同组合

服务业

2901 经营顾问业，纯粹型控股公司 经营顾问业，纯粹控股公司

2902 广告业 综合广告业，广告代理业，报纸广告代理业，互联网广告业等

2903 学术、研发，专业技术服务业 学术、研发机构，法律事务所，专利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不包括经营顾问业，纯粹控股公司， 　税理士事务所，设计业，作家行业，信用调查所，翻译业，兽医业，

  广告业。） 　建筑设计业，机械设计业，图片业等

2904 生活相关服务业，娱乐业 洗涤，理容、美容，洗澡业，旅游业，物品寄存业，冠婚葬祭业，电影院，

　剧院，体育设施提供业，公园，游乐园，游乐场等

2905 其他服务业 废弃物处理业，汽车维修业，机械等修理业，职业介绍、劳动者派遣业，

　速记业，誊写业，警备业，政治经济文化团体，宗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