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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の制御指標
の発布と実施に関する通知
国土資〔2008〕2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轄市の国土資源庁（国土環境資源庁、国土資源局、国土資源と不動
産管理局、不動産土地資源管理局）、解放軍土地管理局、新疆生産建設兵団国土資源局：
《国務院の厳格な土地管理の改革強化に関する決定》
（国発〔2004〕28 号）、
《国務院
の土地調整制御の強化に関する問題の通知》
（国発〔2006〕31 号）と《国務院の集約用地
の節約促進に関する通知》
（国発〔2008〕3 号）を全面的に貫徹実施し、工業プロジェク
ト建設用地の管理を強化し、集約用地の節約を促進するために、国土資源部が 2004 年に
発布した《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の制御指標（試行）》を改定した。ここに改定後の
《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の制御指標》（以下《制御指標》と略称）を発布する。真剣
に貫徹して実施をすること。
一、各級の国土資源管理部門は《制御指標》とそれに関連する建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
用地の指標を厳格に執行すること。
《制御指標》の要求に符合しない工業プロジェクトに
は土地を供給しないか或はプロジェクトの用地面積を審査して削減する。生産安全などの
特殊な要求によって《制御指標》を超えるものに対しては、関連規定を根拠にしてそのプ
ロジェクトの実際に十分な論証を行なわなければ成らず、確かに合理的であるものは土地
を供給してよいが、併せてプロジェクト用地承認文書・土地使用契約など関連する法律文
書を省（区・市）の国土資源管理部門へ報告し記録に載せること。
二、工業プロジェクトへの土地供給文書の策定と用地契約に調印する時、
投資強度
容積率
建築係数
事務管理および生活サービス施設用地の占める比率
緑地率
などの土地利用制御性指標の要求および関連する違約責任を必ず明確にし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
三、省（区、市）の国土資源管理部門は《制御指標》の実施状況の監督管理を適切に
強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地区の実際を根拠として、《制御指標》の要求に符合する
前提の下で、その地区の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の制御指標を制定あるいは調整し、併
せて国土資源部へ報告して記録に載せること。工業用地の利用状況の評価と分析を強化し、
典型的な経験を総括し、工業用地集約利用の大いに節約推進すること。
四、国土資源部は社会経済発展、技術進歩、集約用地の節約の要求と《制御指標》の
実施情況を根拠として、
《制御指標》を適時改定する。
本《制御指標》発布実施後、
《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制御指標（試行）
》
（国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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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2004〕232 号）は執行を停止する。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の制御指標
一、資源節約の実行を貫徹するという基本国策を徹底し、建設用地の集約利用と優良
化配置を促進し、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の管理レベルを高めるために工業プロジェク
ト建設用地制御指標（以下は制御指標と略す）を制定する。
二、本制御指標は単独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及びその付帯施設に対して土地利用の角度か
ら制御する基準である。本制御指標は新規建設工業プロジェクトに適用し、建築改造、建
築物拡張工業プロジェクトにも参照して執行してよい。
三、本指標は国土資源管理部門が建設用地予備審査と審査批准において工業プロジェ
クト用地規模を確定するための重要な基準であり、工業プロジェクト用地関連文書を作成
し、工業企業及び設計業者が工業プロジェクトの F/S 編成及び初期設計の重要根拠である。
工業プロジェクト所属業界に既に国家公布の工程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指標があ
る場合、本制御指標と関連する工程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指標の要求を同時に満足すべき
ものとする。

四、本制御指標は投資強度、容積率、建築係数（建蔽率）、事務及び生活服務施設
用地比率、緑化率の五項目で構成する。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用地は必ず同時に下記の五
項目指標に符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一）工業プロジェクト投資強度指標は付属書 1 の規定に符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二）容積率指標は付属書 2 の規定に符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三）工業プロジェクトの建築係数は 30％より低くしてはならない。
（四）工業プロジェクトが必要な事務管理及び生活サービス施設の用地面積は工業プ
ロジェクト総用地面積の７％を超えてはならない。工業プロジェクト用地範囲
内で住宅、専門家ビル、賓館、招待所と研修センターなどのような非生産性付
属施設の建設を厳禁する。
（五）工業企業内部には一般に緑地を設置してはならない。ただし、生産技術などの
特殊要求により必要な場合は一定比率の緑地を設けてよい。緑地率は 20％を
超えてはならない。
五、工業プロジェクト建設は先進的な生産プロセス・生産設備を採用し、生産工程を
短縮し、土地の使用を節約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多層標準工場で生産可能な工業プロジ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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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トについては多層標準工場を建設あるいは使用すべきである。
六、建設プロジェクトの竣工検収の時、本制御指標を達成していなければ、契約の約
定および関連規定に従って違約責任を追及する。
七、本制御指標は正文、制御指標の応用の説明（付属１）、土地等級区分（付属２）、
《国民経済業界分類》
（付属３）の四部分より構成される。土地等級区分、
《国民経済業界
分類》は調整が発生した場合、調整後の基準に従って執行する。
（付属１）

制御指標の適用説明
一、指標の適用
投資強度は地区・業界に基いて確定され、本制御指標を具体的に適用する時、まず付
属 2 を根拠として所在都市の土地等級を確定し、さらに付属 1 を根拠として業界分類と工
業用地の投資強度制御指標を確定する。
土地等級は《財政部 国土資源部が調整した新増建設用地土地有償費政策などの問題
の通知》
（財綜〔2006〕48 号）に基き、関連する新増建設用地土地有償費徴収等級区分の
規定により執行する（詳細は付属 2 を参照）
。
工業業界分類は《国民経済業界分類》
（GB/T4754-2002）に基いて執行する。
（詳細は
付属 3 を参照）

二、指標の解釈
1、 投資強度：プロジェクト用地範囲内の単位面積当たりの固定資産投資総額。
計算公式：投資強度＝プロジェクト固定資産総投資÷プロジェクト総用地面積
その中で、固定資産総投資は建物・設備・土地価格費用を含む。
2、 容積率：プロジェクト用地内の総建築面積とプロジェクト総用地面積の比
計算公式：容積率＝総建築面積÷総用地面積
建築物の高さが軒下８ｍを超える場合は容積率を計算する時この建物の建築
面積を倍加して計算する。
3、 事務管理および生活サービス施設の用地面積比率：プロジェクト用地範囲内の事
務管理と生活サービス施設の用地面積（或は分担した土地面積）が総用地面積に
占める比率。
計算公式：事務管理および生活サービス施設の用地面積比率＝事務管理と生
活サービス施設の用地面積÷プロジェクト総用地面積×100％
事務管理および生活サービス施設の占用土地面積を単独で計算できな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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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事務管理および生活サービス施設の建設面積が総建築面積に占める比率
を、計算できる分担土地面積の代替として採用しても良い。
4、 建築係数：プロジェクト用地範囲内の各種建築物・生産用または生産のための構
築物の占地面積と総用地面積の比率
計算公式：建築係数＝（建築物占地面積+構築物占地面積+物置用地面積）÷
プロジェクト総用地面積×100％
5、 緑地率：緑地率は計画建設用地内の緑地面積と計画建設用地面積の比を指す。
計算公式：計画建設用地内の緑地面積÷プロジェクト総用地面積×100％
緑地率は工場区内の公共緑地と建築部および構築物周辺の緑地などを含む緑
地面積を指す。
付属 2

土地等級区分
一等：上海：长宁区 虹口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卢湾区 普陀区 徐汇区 杨浦区 闸北区
二等：北京：朝阳区 崇文区 东城区 丰台区 海淀区 石景山区 西城区 宣武区
上
海：浦东新区

三等：广东：广州市（白云区 海珠区 荔湾区 萝岗区 天河区 越秀区） 深圳市（福
田区 罗湖区 南山区 盐田区）
四等：天津：和平区 河东区 河西区 河北区 红桥区 南开区
重庆：大渡口区 江北
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沙坪坝区 渝中区
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 桥东区 桥西区 新华
区 裕华区）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 沙河口区 西岗区 中山区） 沈阳市（大东区 东
陵区 和平区 皇姑区 沈河区 铁西区 于洪区）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 新北区 钟楼区）
南京市（白下区 鼓楼区 建邺区 秦淮区 下关区 玄武区 雨花台区） 苏州市（沧浪区 虎丘
区 金阊区 平江区） 无锡市（北塘区 滨湖区 崇安区 南长区）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
拱墅区 江干区 上城区 西湖区 下城区） 宁波市（海曙区 江东区 江北区）
福建：福
州市（仓山区 鼓楼区 晋安区 台江区） 厦门市（海沧区 湖里区 思明区 集美区）
山
东：济南市（市中区 历下区 槐荫区 天桥区） 青岛市（市南区 市北区 四方区 崂山区 李
沧区）
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区 汉阳区 洪山区 江岸区 江汉区 硚口区 青山区 武昌
区）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 开福区 天心区 雨花区 岳麓区）
广东：汕头市（金平
区 龙湖区） 珠海市（金湾区 香洲区） 深圳市宝安区
四川：成都市（成华区 锦江区 金
牛区 青羊区 武侯区）
五等：北京：通州区

天津：塘沽区
河北：唐山市（路北区 路南区 开平区）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 杏花岭区 迎泽区）
辽宁：鞍山市（立山区 千山区 铁东区 铁
西区）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 二道区 宽城区 绿园区 南关区）
黑龙江：哈尔滨市
（道里区 道外区 南岗区 香坊区）
江苏：徐州市（鼓楼区 云龙区）
安徽：合肥市
（包河区 庐阳区 蜀山区 瑶海区）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 西湖区 青山湖区 青云谱区）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 管城回族区 惠济区 金水区 中原区）
广东：东莞市 佛山市禅
城区 惠州市惠城区 中山市 深圳市龙岗区 广州市黄埔区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 良庆
区 青秀区 西乡塘区 兴宁区）
海南：海口市秀英区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 盘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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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区）
陕西：西安市（灞桥区 碑林区 莲湖区 未央区 新城区 雁塔区）
乌鲁木齐市（东山区 沙依巴克区 水磨沟区 头屯河区 天山区 新市区）

新疆：

六等：北京：大兴区 昌平区 顺义区

天津：津南区 西青区
河北：保定市（北
市区 南市区 新市区） 邯郸市（丛台区 邯山区 复兴区）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东
河区 青山区 九原区）
辽宁：本溪市（平山区 溪湖区 明山区） 抚顺市（东洲区 顺城
区 新抚区 望花区） 盘锦市（兴隆台区 双台子区） 大连市（金州区 旅顺口区）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 龙潭区 昌邑区 丰满区）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
上海：嘉定区 宝
山区 闵行区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 港闸区） 扬州市（维扬区 广陵区） 镇江市（京
口区 润州区） 南京市栖霞区 常州市戚墅堰区 苏州市（吴中区 相城区）
浙江：温州
市（龙湾区 鹿城区 瓯海区）
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 金家庄区 雨山区） 芜湖市（镜
湖区 鸠江区 弋江区）
福建：福州市马尾区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 奎文区） 烟台
市芝罘区 淄博市（博山区 临淄区 张店区 周村区 淄川区）济南市历城区
河南：洛阳
市（瀍河回族区 涧西区 老城区 洛龙区 西工区）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 西塞山区）
襄樊市（襄城区 樊城区）
湖南：衡阳市（石鼓区 雁峰区 蒸湘区 珠晖区） 湘潭市（岳
塘区 雨湖区） 株洲市（荷塘区 芦淞区 石峰区 天元区）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 顺德
区） 广州市（番禺区 南沙区）江门市（江海区 蓬江区） 汕头市濠江区 湛江市（赤坎区 霞
山区 麻章区）
广西：柳州市（城中区 柳北区 柳南区 鱼峰区）
重庆：渝北区
云
南：昆明市西山区
贵州：贵阳市（南明区 小河区 云岩区）
甘肃：兰州市（安宁区
城关区 七里河区 西固区）

七等：北京：门头沟区 房山区
天津：东丽区 大港区 北辰区 汉沽区
河北：
秦皇岛市（海港区 山海关区 北戴河区）
山西：长治市（城区 郊区） 大同市（城区 南
郊区） 阳泉市（城区 郊区） 太原市（晋源区 小店区 尖草坪区）
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 赛罕区 新城区 玉泉区）
辽宁：丹东市（元宝区 振安区 振兴区） 葫芦岛
市（连山区 龙港区） 锦州市（古塔区 凌河区 太和区） 辽阳市（白塔区 太子河区 文圣
区） 营口市（老边区 西市区 站前区） 沈阳市（沈北新区 苏家屯区）
吉林：长春市
双阳区
黑龙江：牡丹江市（爱民区 东安区 西安区 阳明区）
上海：南汇区 松江区
金山区
江苏：江阴市 昆山市 连云港市（海州区 新浦区） 启东市 泰州市（海陵区 高
港区） 张家港市 南京市（六合区 浦口区 江宁区） 无锡市（锡山区 惠山区）
浙江：
嘉兴市（南湖区 秀洲区） 绍兴市越城区 台州市（黄岩区 椒江区 路桥区） 杭州市萧山区
宁波市（北仑区 镇海区）
安徽：淮南市（大通区 田家庵区） 淮北市（相山区 烈山区）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 丰泽区） 漳州市芗城区 厦门市（同安区 翔安区）
江西：九江
市浔阳区 南昌市湾里区
山东：泰安市（岱岳区 泰山区） 威海市环翠区
河南：安
阳市（北关区 龙安区 文峰区 殷都区） 平顶山市（新华区 卫东区 湛河区） 新乡市（红
旗区 牧野区 卫滨区） 湖北：荆州市(沙市区 荆州区) 宜昌市(西陵区 伍家岗区 点军区 猇
亭区)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
广东：潮州市湘桥区 茂名市(茂南区 茂港区) 佛山市
三水区 韶关市(武江区 浈江区) 阳江市江城区 肇庆市端州区 广州市花都区 湛江市坡头
区
广西：桂林市(叠彩区 七星区 象山区 秀峰区)
青海：西宁市(城北区 城东区 城
西区 城中区)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 西夏区 兴庆区)
八等： 北京：怀柔区
天津：武清区
河北：沧州市(新华区 运河区) 承德市(双
桥区 双滦区) 衡水市桃城区 廊坊市(安次区 广阳区) 邢台市(桥东区 桥西区) 张家口市(桥
东区 桥西区) 唐山市丰润区
辽宁：朝阳市(龙城区 双塔区) 阜新市(海州区 太平区 细
河区) 铁岭市银州区 辽阳市宏伟区
吉林：四平市(铁东区 铁西区) 通化市(东昌区 二道
江区) 延吉市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 松北区） 鹤岗市(东山区 工农区 南山区 向
阳区 兴安区 兴山区) 鸡西市鸡冠区 佳木斯市(东风区 郊区 前进区 向阳区) 齐齐哈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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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区 龙沙区 铁锋区)
上海：奉贤区 青浦区
江苏：常熟市 淮安市(清河区 清浦
区) 吴江市 宜兴市 常州市武进区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 吴兴区) 金华市(金东区 婺城
区) 义乌市 杭州市余杭区 宁波市鄞州区
安徽：安庆市(大观区 宜秀区 迎江区) 蚌埠市
(蚌山区 淮上区 龙子湖区 禹会区) 铜陵市(郊区 狮子山区 铜官山区) 芜湖市三山区
福建：福清市 晋江市 石狮市 泉州市洛江区 漳州市龙文区
江西：赣州市章贡区
山
东： 济宁市(任城区 市中区) 临沂市兰山区 枣庄市市中区 青岛市(黄岛区 城阳区) 烟台市
莱山区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 山阳区) 开封市(鼓楼区 金明区 龙亭区 顺河回族区 禹王
台区)
湖北：十堰市(茅箭区 张湾区)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 武陵区) 郴州市(北湖区
苏仙区)
广东：汕头市(潮南区 潮阳区 澄海区) 河源市源城区 惠州市惠阳区 揭阳市榕
城区 开平市 梅州市梅江区 清远市清城区 汕尾市城区 台山市 增城市 普宁市 肇庆市鼎
湖区 珠海市斗门区 江门市新会区
海南：三亚市 海口市(龙华区 美兰区 琼山区)
重庆：巴南区
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 汇川区) 贵阳市白云区
云南：玉溪市红塔区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九等：北京：密云县 平谷区 延庆县

天津：宝坻区 蓟县 静海县
河北：鹿泉
市 唐山市(古冶区 丰南区) 张家口市宣化区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 晋中市榆次区 大同
市新荣区
辽宁：海城市 瓦房店市 营口市鲅鱼圈区
吉林：辽源市(龙山区 西安区)
松原市宁江区
上海：崇明县
江苏：丹阳市 海门市 靖江市 溧阳市 如皋市 太仓市
泰兴市 通州市 盐城市亭湖区 扬中市 徐州市泉山区 连云港市连云区
浙江：慈溪市 上
虞市 绍兴县 余姚市 舟山市(定海区 普陀区) 诸暨市
福建：龙岩市新罗区 莆田市(城厢
区 涵江区 荔城区) 三明市(梅列区 三元区)
江西：吉安市(吉州区 青原区) 景德镇市(昌
江区 珠山区) 萍乡市安源区 新余市渝水区 宜春市袁州区 九江市庐山区
山东：滨州市
滨城区 德州市德城区 菏泽市牡丹区 莱芜市莱城区 莱州市 聊城市东昌府区 龙口市 日照
市(东港区 岚山区) 荣成市 文登市 东营市东营区 烟台市(福山区 牟平区) 潍坊市(坊子区
寒亭区)
河南：漯河市源汇区 南阳市(宛城区 卧龙区)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 荆门市
(东宝区 掇刀区) 潜江市 仙桃市 武汉市江夏区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 邵阳市(北塔区 大
祥区 双清区) 益阳市(赫山区 资阳区) 永州市(冷水滩区 零陵区) 岳阳市云溪区 衡阳市南
岳区
广东：从化市 恩平市 佛山市高明区 高要市 鹤山市 惠东县 廉江市 罗定市 云浮
市云城区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银海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贵港市(港北区 港南区 覃塘
区) 梧州市(万秀区 蝶山区 长洲区) 桂林市雁山区
重庆：北碚区
四川：德阳市旌阳
区 绵阳市(涪城区 游仙区)
云南：安宁市
贵州：贵阳市(花溪区 乌当区)
陕西：
宝鸡市(金台区 渭滨区) 汉中市汉台区 铜川市(王益区 印台区)
新疆：石河子市

十等：天津：宁河县

河北：藁城市 迁安市 三河市 辛集市 正定县 涿州市 石家
庄市井陉矿区
山西：侯马市 晋城市城区 运城市盐湖区 阳泉市矿区
内蒙古：赤峰
市(红山区 松山区 元宝山区) 通辽市科尔沁区 乌海市(海勃湾区 海南区 乌达区)
辽
宁：大石桥市 盖州市 普兰店市 庄河市 本溪市南芬区 铁岭市清河区
吉林：白城市洮
北区 白山市八道江区 敦化市 公主岭市 梅河口市 图们市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
呼兰区） 黑河市爱辉区 尚志市 双城市 双鸭山市(宝山区 尖山区 岭东区 四方台区) 绥芬
河市 绥化市北林区 伊春市伊春区 肇东市 大庆市(红岗区 龙凤区 让胡路区)
江苏：东
台市 江都市 姜堰市 金坛市 仪征市 徐州市(贾汪区 九里区) 镇江市丹徒区 淮安市楚州
区 扬州市邗江区
浙江：东阳市 富阳市 海宁市 乐清市 丽水市莲都区 临海市 衢州市
柯城区 瑞安市 温岭市 永康市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 滁州市(南谯区 琅琊区) 繁昌县
肥东县 肥西县 阜阳市(颍东区 颍泉区 颍州区) 宁国市 芜湖县 宣城市宣州区
福建：
长乐市 龙海市 南安市 南平市延平区 永安市 泉州市泉港区
江西：丰城市 贵溪市 上
饶市信州区 鹰潭市月湖区
山东：即墨市 胶州市 寿光市 招远市 邹城市 莱芜市钢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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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河东区 罗庄区)
河南：鹤壁市(鹤山区 淇滨区 山城区) 濮阳市华龙区 三门峡市
湖滨区 许昌市魏都区
湖北：黄冈市黄州区 随州市曾都区 天门市 孝感市孝南区 沙洋
县 江陵县 武汉市蔡甸区 黄石市(铁山区 下陆区) 鄂州市华容区
湖南：长沙县 怀化市
鹤城区 浏阳市 张家界市永定区 岳阳市君山区
广东：博罗县 潮安县 电白县 佛冈县
高州市 海丰县 化州市 揭东县 乐昌市 雷州市 连州市 陆丰市 南澳县 南雄市 韶关市曲
江区 四会市 吴川市 信宜市 阳春市 英德市
广西：钦州市(钦北区 钦南区) 武鸣县 南
宁市邕宁区 玉林市玉州区 来宾市兴宾区 防城港市防城区 北海市铁山港区
海南：儋州
市 琼海市
重庆：双桥区 万盛区
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 乐山市(沙湾区 市中区) 泸
州市江阳区 内江市市中区 攀枝花市(东区 仁和区) 宜宾市翠屏区 自贡市(大安区 自流井
区)
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
云南：昆明市东川区 曲靖市麒麟区
西藏：拉萨市城
关区
陕西：渭南市临渭区 咸阳市(秦都区 渭城区) 西安市(长安区 临潼区 阎良区)
甘肃：白银市白银区 嘉峪关市 金昌市金川区 天水市秦州区 兰州市红古区
新疆：阿克
苏市 喀什市 库尔勒市 伊宁市

十一等： 河北：霸州市 定州市 高碑店市 邯郸县 黄骅市 任丘市 武安市 新乐市
遵化市 邯郸市峰峰矿区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山西：介休市 朔州市朔城区 孝义市 忻州
市忻府区 原平市 大同市矿区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满洲里
市 乌兰浩特市
辽宁：北票市 灯塔市 东港市 凤城市 开原市 凌海市 凌源市 调兵山市
新民市 兴城市 本溪满族自治县 阜新市(清河门区 新邱区)辽阳市弓长岭区 葫芦岛市南票
区
吉林：和龙市 桦甸市 珲春市 集安市 蛟河市 九台市 临江市 龙井市 磐石市 舒兰
市 榆树市
黑龙江：海林市 海伦市 密山市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 桃山区 新兴区) 庆安
县 五常市 鸡西市滴道区
江苏：宝应县 大丰市 高淳县 高邮市 海安县 句容市 溧水县
邳州市 如东县 宿迁市宿城区 新沂市 兴化市
浙江：嘉善县 兰溪市 临安市 桐乡市 玉
环县
安徽：长丰县 巢湖市居巢区 黄山市(徽州区 屯溪区) 六安市(金安区 裕安区) 宿
州市埇桥区 淮北市杜集区
福建：惠安县 连江县 闽侯县 宁德市蕉城区 莆田市秀屿区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 井冈山市 乐平市 萍乡市湘东区
山东：安丘市 昌邑市 肥城市 胶
南市 莱西市 莱阳市 蓬莱市 平度市 青州市 曲阜市 乳山市 滕州市 新泰市 兖州市 章丘
市 诸城市 枣庄市(薛城区 峄城区)
河南：济源市 商丘市(梁园区 睢阳区) 太康县 信阳
市(平桥区 浉河区) 驻马店市驿城区 郑州市上街区 洛阳市吉利区 焦作市(马村区 中站区)
新乡市凤泉区
湖北：赤壁市 大冶市 丹江口市 洪湖市 老河口市 麻城市 石首市 松滋
市 武穴市 咸宁市咸安区 宜城市 应城市 襄樊市襄阳区 枣阳市 钟祥市 武汉市(汉南区
黄陂区 新洲区) 鄂州市梁子湖区
湖南：吉首市 耒阳市 醴陵市 临湘市 汨罗市 湘乡市
沅江市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广东：德庆县 封开县 怀集县 惠来县 揭西县 连平县 龙门
县 梅县 清新县 饶平县 遂溪县 新丰县 新兴县 兴宁市 徐闻县 阳东县 阳西县 云安县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北流市
海南：澄迈县 东方市 万宁市 文昌市
重庆：涪陵区 万
州区 江津市
四川： 达州市通川区 都江堰市 峨眉山市 广元市市中区 江油市 南充市
(高坪区 嘉陵区 顺庆区) 彭州市 双流县 遂宁市船山区 西昌市 成都市青白江区 内江市
东兴区
贵州：安顺市西秀区
云南：楚雄市 河口瑶族自治县
陕西：安康市汉滨
区 韩城市 延安市宝塔区 咸阳市杨陵区
甘肃：白银市平川区 天水市麦积区
新疆：
昌吉市 哈密市 吐鲁番市 乌鲁木齐县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

十二等：河北：安国市 泊头市 沧县 大厂回族自治县 抚宁县 高邑县 河间市 冀州
市 定兴县 晋州市 井陉县 乐亭县 蠡县 卢龙县 栾城县 滦南县 滦县 迁西县 青县 清河
县 沙河市 深州市 唐海县 香河县 徐水县 永年县 玉田县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山西：
长治县 汾阳市 高平市 古交市 河津市 怀仁县 霍州市 吕梁市离石区 灵石县 潞城市 平
定县 清徐县 永济市 左云县 朔州市平鲁区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鄂尔多斯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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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区 锡林浩特市 牙克石市 扎兰屯市
辽宁：北镇市 朝阳县 大洼县 抚顺县 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 辽阳县 辽中县 盘山县 绥中县 铁岭县 长海县
吉林：安图县 白山市江源区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大安市 德惠市 东丰县 东辽县 抚松县 辉南县 梨树县 柳河县 农安县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双辽市 洮南市 通化县 汪清县 永吉县
黑龙江：安达市 北安
市 富锦市 虎林市 宁安市 铁力市 五大连池市 大庆市大同区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 富拉
尔基区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鸡西市(城子河区 恒山区 梨树区 麻山区) 伊春市(南岔区 汤
旺河区 西林区)
江苏：东海县 赣榆县 洪泽县 建湖县 金湖县 沛县 射阳县 泗洪县 泗
阳县 铜山县 盐城市盐都区 淮安市淮阴区
浙江：德清县 奉化市 海盐县 建德市 江山
市 平湖市 嵊州市 桐庐县 新昌县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 当涂县 含山县 绩溪县 泾县
舒城县 桐城市 铜陵县 淮南市(八公山区 潘集区 谢家集区)
福建：福安市 福鼎市 建
瓯市 罗源县 闽清县 南靖县 沙县 邵武市 武夷山市 云霄县 漳平市 漳浦县 诏安县
江西：安福县 德兴市 高安市 吉安县 进贤县 芦溪县 南昌县 南康市 瑞昌市 瑞金市 泰和
县 峡江县 新干县 樟树市
山东：长岛县 高密市 海阳市 临清市 栖霞市 枣庄市(山亭
区 台儿庄区) 东营市河口区
河南：安阳县 长葛市 登封市 邓州市 巩义市 辉县市 林
州市 灵宝市 孟州市 沁阳市 荥阳市 汝州市 卫辉市 舞钢市 项城市 新密市 新乡县 新郑
市 许昌县 偃师市 漯河市（郾城区 召陵区） 义马市 永城市 禹州市 中牟县 周口市川汇
区 平顶山市石龙区
湖北：安陆市 当阳市 恩施市 广水市 汉川市 宜都市 枝江市 宜昌
市夷陵区
湖南：安仁县 安乡县 常宁市 道县 桂阳县 汉寿县 衡东县 衡南县 衡山县
衡阳县 华容县 津市市 冷水江市 澧县 涟源市 临澧县 临武县 南县 宁乡县 祁东县 祁阳
县 韶山市 邵东县 邵阳县 石门县 双峰县 桃江县 桃源县 望城县 武冈市 湘潭县 湘阴县
新邵县 攸县 岳阳县 株洲县 资兴市
广东：大埔县 东源县 丰顺县 广宁县 和平县 蕉
岭县 连南瑶族自治县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龙川县 陆河县 平远县 仁化县 始兴县 翁源
县 五华县 阳山县 郁南县 紫金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
广西：岑溪市 东兴市 桂平市 合浦
县 合山市 河池市金城江区 贺州市八步区 临桂县 柳城县 柳江县 容县 田东县 昭平县
钟山县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临高县 五指山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重庆：合
川市 永川市
四川：崇州市 广安市广安区 广汉市 绵竹市 邛崃市 什邡市 成都市(新都
区 温江区) 攀枝花市西区 自贡市(贡井区 沿滩区) 泸州市(龙马潭区 纳溪区) 乐山市(金口
河区 五通桥区)
贵州：都匀市 凯里市 清镇市 铜仁市 兴义市
云南：大理市 个旧
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 瑞丽市
西藏：日喀则市
陕西：华县 华阴市 黄陵县 洛川县 潼
关县 兴平市 榆林市榆阳区 铜川市耀州区
甘肃：成县 敦煌市 酒泉市肃州区 临夏市
永登县 玉门市 武威市凉州区 陇南市武都区
宁夏：灵武市 青铜峡市 吴忠市利通区 中
卫市沙坡头区
新疆：阿勒泰市 阿图什市 博乐市 阜康市 奎屯市 米泉市 塔城市 乌苏
市 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 独山子区 乌尔禾区)

十三等：河北：安平县 柏乡县 昌黎县 磁县 大城县 东光县 高阳县 固安县 故城县
怀来县 景县 临城县 灵寿县 满城县 南宫市 宁晋县 清苑县 容城县 深泽县 肃宁县 唐县
望都县 文安县 吴桥县 献县 兴隆县 邢台县 雄县 宣化县 阳原县 易县 元氏县 枣强县
赵县
山西：长子县 大同县 代县 定襄县 繁峙县 河曲县 洪洞县 壶关县 稷山县 绛县
交城县 黎城县 临猗县 陵川县 柳林县 宁武县 平陆县 平顺县 平遥县 蒲县 祁县 沁水县
曲沃县 芮城县 山阴县 寿阳县 太谷县 文水县 闻喜县 五台县 乡宁县 襄汾县 襄垣县 新
绛县 阳城县 翼城县 应县 盂县 垣曲县 泽州县 中阳县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 根河市
辽宁：昌图县 法库县 黑山县 桓仁满族自治县 建昌县 建平县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康平县 宽甸满族自治县 清原满族自治县 台安县 西丰县 新宾满族自治县 岫岩满族自治
县 义县 彰武县
吉林：靖宇县 伊通满族自治县
黑龙江：巴彦县 勃利县 方正县 鸡
东县 林口县 穆棱市 讷河市 通河县 同江市 望奎县 延寿县 肇源县 肇州县 齐齐哈尔市

8

中国唐山市日本事務所翻訳整理

不許転載

碾子山区 伊春市(翠峦区 带岭区 红星区 金山屯区 美溪区 上甘岭区 新青区 五营区 乌
马河区 乌伊岭区 友好区)
江苏：滨海县 丰县 阜宁县 灌南县 灌云县 涟水县 沭阳县
宿迁市宿豫区 睢宁县 响水县 盱眙县
浙江：安吉县 苍南县 长兴县 龙泉市 龙游县 宁
海县 平阳县 象山县 永嘉县 嵊泗县 衢州市衢江区
安徽：砀山县 东至县 凤台县 广德
县 和县 霍邱县 霍山县 界首市 金寨县 庐江县 明光市 南陵县 祁门县 青阳县 石台县
寿县 濉溪县 天长市 涡阳县 无为县 歙县 萧县 黄山市黄山区
福建：安溪县 长泰县
东山县 古田县 建阳市 将乐县 平潭县 上杭县 顺昌县 霞浦县 仙游县 永春县 永定县 永
泰县 尤溪县
江西：大余县 分宜县 广丰县 吉水县 九江县 宁都县 上栗县 上饶县 万
安县 万年县 新建县 永丰县 永修县 余江县
山东：博兴县 曹县 昌乐县 济南市长清区
定陶县 东阿县 东明县 费县 高青县 高唐县 桓台县 惠民县 济阳县 嘉祥县 金乡县 莒南
县 莒县 乐陵市 梁山县 临朐县 临邑县 陵县 宁阳县 平邑县 平阴县 平原县 齐河县 商
河县 泗水县 郯城县 微山县 汶上县 阳谷县 沂源县 鱼台县 禹城市 郓城县 邹平县
河南：宝丰县 博爱县 长垣县 方城县 淮阳县 潢川县 临颍县 鹿邑县 孟津县 内乡县 濮阳
县 淇县 清丰县 汝南县 陕县 遂平县 汤阴县 唐河县 通许县 尉氏县 西平县 新安县 新
野县 修武县 鄢陵县 延津县 镇平县
湖北：保康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崇阳县 大悟县
公安县 谷城县 红安县 黄梅县 嘉鱼县 监利县 京山县 利川市 南漳县 蕲春县 团风县 浠
水县 孝昌县 远安县 云梦县 郧县 秭归县
湖南：安化县 茶陵县 辰溪县 慈利县 东安
县 洞口县 洪江市 会同县 嘉禾县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蓝山县 隆回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
宁远县 平江县 绥宁县 新化县 新宁县 新田县 溆浦县 炎陵县 宜章县 永兴县 芷江侗族
自治县 中方县
广西：博白县 苍梧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 荔浦县 灵川县 陆川县 南丹县
平果县 平乐县 平南县 全州县 上思县 藤县 田阳县 兴安县 阳朔县 宜州市
海南：白
沙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屯昌县
重
庆：南川市
四川：安县 宝兴县 苍溪县 长宁县 达县 大邑县 大竹县 富顺县 高县 珙
县 简阳市 江安县 金堂县 筠连县 阆中市 泸县 米易县 南溪县 彭山县 郫县 仁寿县 荣
县 三台县 射洪县 石棉县 万源市 新津县 宜宾县 荥经县 资阳市雁江区 眉山市东坡区
雅安市雨城区 巴中市巴州区 广元市(朝天区 元坝区) 遂宁市安居区
贵州：毕节市 赤
水市 贵定县 开阳县 龙里县 仁怀市 息烽县 修文县 遵义县
云南：保山市隆阳区 呈贡
县 澄江县 峨山彝族自治县 江川县 晋宁县 景洪市 开远市 丽江市古城区 潞西市 屏边苗
族自治县 石屏县 水富县 思茅市翠云区 通海县 宜良县 昭通市昭阳区
陕西：安塞县
白水县 城固县 大荔县 府谷县 富平县 富县 甘泉县 高陵县 横山县 户县 黄龙县 佳县
靖边县 米脂县 清涧县 三原县 子长县 子洲县 神木县 绥德县 吴堡县 吴起县 延长县 宜
川县 志丹县 商洛市商州区
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定西市安定区 皋兰县 合水
县 合作市 徽县 两当县 宁县 平凉市崆峒区 庆城县 文县 庆阳市西峰区 榆中县 张掖市
甘州区
宁夏：贺兰县 石嘴山市惠农区 平罗县 永宁县 中宁县
新疆：和田市 呼图
壁县 霍城县 精河县 库车县 轮台县 玛纳斯县 沙湾县 莎车县 鄯善县 托克逊县 新源县
焉耆回族自治县 泽普县 五家渠市

十四等：河北：安新县 博野县 成安县 承德县 赤城县 大名县 肥乡县 丰宁满族自
治县 阜城县 阜平县 馆陶县 广平县 广宗县 海兴县 怀安县 鸡泽县 巨鹿县 宽城满族自
治县 涞水县 涞源县 临西县 临漳县 隆化县 隆尧县 滦平县 孟村回族自治县 内丘县 南
和县 南皮县 平泉县 平山县 平乡县 青龙满族自治县 邱县 曲阳县 曲周县 饶阳县 任县
涉县 顺平县 万全县 威县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蔚县 魏县 无极县 武强县 武邑县 新
河县 行唐县 盐山县 永清县 赞皇县 涿鹿县
山西：安泽县 保德县 大宁县 方山县 汾
西县 浮山县 古县 广灵县 和顺县 浑源县 吉县 交口县 静乐县 岢岚县 岚县 临县 灵丘
县 娄烦县 偏关县 沁县 沁源县 神池县 石楼县 天镇县 屯留县 万荣县 五寨县 武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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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阳县 隰县 夏县 兴县 阳高县 阳曲县 永和县 右玉县 榆社县 左权县
内蒙古：阿尔
山市 阿荣旗 敖汉旗 巴林左旗 达拉特旗 鄂伦春自治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 二连浩特市 丰
镇市 杭锦后旗 霍林郭勒市 科尔沁左翼后旗 林西县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宁城县 土
默特右旗 土默特左旗 翁牛特旗 乌拉特前旗 五原县 包头市(白云矿区 石拐区)
吉林：
长岭县 扶余县 乾安县
黑龙江：宝清县 抚远县 富裕县 集贤县 克东县 克山县 兰西县
萝北县 明水县 木兰县 嫩江县 绥滨县 塔河县 汤原县 友谊县 大兴安岭加格达奇
浙
江：常山县 淳安县 岱山县 洞头县 缙云县 景宁畲族自治县 开化县 磐安县 浦江县 青田
县 庆元县 三门县 松阳县 遂昌县 泰顺县 天台县 文成县 武义县 仙居县 云和县
安
徽：枞阳县 定远县 凤阳县 阜南县 固镇县 怀宁县 怀远县 旌德县 来安县 郎溪县 利辛县
临泉县 灵璧县 蒙城县 潜山县 全椒县 泗县 宿松县 太和县 太湖县 望江县 五河县 休宁
县 黟县 颖上县
福建：大田县 德化县 华安县 连城县 平和县 浦城县 泰宁县
江
西：安义县 安远县 鄱阳县 崇仁县 德安县 定南县 东乡县 浮梁县 赣县 横峰县 会昌县
金溪县 靖安县 莲花县 龙南县 南城县 铅山县 上高县 上犹县 石城县 遂川县 万载县 武
宁县 婺源县 信丰县 兴国县 修水县 寻乌县 弋阳县 永新县 于都县 玉山县 资溪县
山东：单县 广饶县 垦利县 利津县 蒙阴县 武城县 沂南县 沂水县
河南：范县 封丘县
扶沟县 固始县 光山县 滑县 淮滨县 获嘉县 浚县 开封县 兰考县 鲁山县 栾川县 罗山县
泌阳县 民权县 南乐县 南召县 杞县 确山县 商城县 上蔡县 社旗县 沈丘县 渑池县 桐柏
县 温县 武陟县 舞阳县 西华县 西峡县 淅川县 襄城县 叶县 伊川县 原阳县 正阳县
湖北：巴东县 房县 建始县 来凤县 罗田县 通城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兴山县 阳新县 英
山县 竹山县
湖南：保靖县 城步苗族自治县 凤凰县 古丈县 桂东县 花垣县 江华瑶族
自治县 江永县 龙山县 泸溪县 汝城县 桑植县 双牌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
永顺县 沅陵县
广西：宾阳县 崇左市江州区 大化瑶族自治县 扶绥县 横县 金秀瑶族自
治县 乐业县 灵山县 凌云县 隆林各族自治县 鹿寨县 蒙山县 浦北县 田林县 西林县 兴
业县
重庆：璧山县 长寿区 大足县 垫江县 丰都县 奉节县 开县 梁平县 綦江县 荣昌
县 铜梁县 潼南县 巫山县 武隆县 云阳县 忠县
四川：安岳县 巴塘县 北川羌族自治县
布拖县 大英县 丹棱县 德昌县 甘洛县 古蔺县 汉源县 合江县 洪雅县 华蓥市 会理县 夹
江县 犍为县 剑阁县 井研县 九寨沟县 开江县 康定县 乐至县 邻水县 隆昌县 芦山县 泸
定县 罗江县 马边彝族自治县 马尔康县 茂县 冕宁县 名山县 沐川县 南部县 南江县 蓬
安县 蓬溪县 平昌县 平武县 屏山县 蒲江县 青川县 青神县 渠县 天全县 通江县 旺苍县
威远县 汶川县 武胜县 西充县 兴文县 叙永县 宣汉县 盐边县 盐亭县 仪陇县 营山县 岳
池县 中江县 资中县 梓潼县
贵州：独山县 福泉市 金沙县 荔波县 平坝县 施秉县 桐
梓县 玉屏侗族自治县 镇远县
云南：宾川县 大姚县 洱源县 富民县 富源县 华宁县 会
泽县 建水县 景东彝族自治县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临沧市临翔区 陆良县 禄丰县 禄劝
彝族苗族自治县 绿春县 罗平县 马龙县 勐海县 勐腊县 弥渡县 弥勒县 牟定县 南华县
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师宗县 双柏县 嵩明县 绥江县 腾冲县 文山县 武定县 祥云县 新
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宣威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姚安县 易门县 永仁县 元江哈尼族彝族
傣族自治县 元谋县 沾益县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陕西： 澄城县 定边县 凤县 凤翔县 扶
风县 汉阴县 合阳县 泾阳县 蓝田县 礼泉县 略阳县 眉县 勉县 南郑县 平利县 岐山县
商南县 石泉县 太白县 武功县 西乡县 旬阳县 延川县 镇安县 周至县 柞水县 宝鸡市陈
仓区
甘肃：瓜州县 崇信县 宕昌县 迭部县 甘谷县 广河县 华池县 华亭县 环县 会宁
县 金塔县 泾川县 景泰县 靖远县 康乐县 康县 礼县 临洮县 灵台县 碌曲县 玛曲县 民
勤县 山丹县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天祝藏族自治县 武山县 西和县 夏河县 永昌县 永靖县
镇原县 正宁县 卓尼县
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德令哈市 格尔木市 互助土族自治
县 湟中县 乐都县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平安县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
新疆：阿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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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巴楚县 博湖县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额敏县 富蕴县 伽师县 和静县 和硕县 吉木萨尔
县 麦盖提县 沙雅县 疏附县 疏勒县 尉犁县 温宿县 叶城县 伊宁县 英吉沙县 岳普湖县
阿拉尔市 图木舒克市

十五等：河北：崇礼县 沽源县 康保县 尚义县 张北县

内蒙古：阿巴嘎旗 阿拉
善右旗 阿拉善左旗 阿鲁科尔沁旗 巴林右旗 察哈尔右翼后旗 察哈尔右翼前旗 察哈尔右
翼中旗 陈巴尔虎旗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磴口县 东乌珠穆沁旗 多伦县 额济纳旗 鄂托克
旗 鄂托克前旗 固阳县 杭锦旗 和林格尔县 化德县 喀喇沁旗 开鲁县 科尔沁右翼前旗 科
尔沁右翼中旗 科尔沁左翼中旗 克什克腾旗 库伦旗 凉城县 奈曼旗 清水河县 商都县 四
子王旗 苏尼特右旗 苏尼特左旗 太仆寺旗 突泉县 托克托县 乌拉特后旗 乌拉特中旗 乌
审旗 武川县 西乌珠穆沁旗 镶黄旗 新巴尔虎右旗 新巴尔虎左旗 兴和县 伊金霍洛旗 扎
赉特旗 扎鲁特旗 正蓝旗 正镶白旗 准格尔旗 卓资县
吉林：通榆县 镇赉县
黑龙
江：拜泉县 宾县 东宁县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甘南县 呼玛县 桦川县 桦南县 嘉荫县
林甸县 龙江县 漠河县 青冈县 饶河县 绥棱县 孙吴县 泰来县 逊克县 依安县 依兰县
安徽：岳西县
福建：长汀县 光泽县 建宁县 明溪县 宁化县 屏南县 清流县 寿宁县 松
溪县 武平县 柘荣县 政和县 周宁县
江西：崇义县 都昌县 奉新县 广昌县 湖口县 乐
安县 黎川县 南丰县 彭泽县 全南县 铜鼓县 星子县 宜丰县 宜黄县 余干县
山东：苍
山县 成武县 茌平县 东平县 冠县 巨野县 鄄城县 临沭县 宁津县 庆云县 无棣县 五莲县
夏津县 莘县 阳信县 沾化县
河南：郸城县 郏县 卢氏县 洛宁县 内黄县 宁陵县 平舆
县 汝阳县 商水县 嵩县 睢县 台前县 息县 夏邑县 新蔡县 新县 宜阳县 虞城县 柘城县
湖北：鹤峰县 神农架林区 通山县 咸丰县 宣恩县 郧西县 竹溪县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
县 大新县 德保县 东兰县 都安瑶族自治县 凤山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 灌阳县 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 靖西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州县 隆安县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马山县 那坡县 宁明
县 凭祥市 融安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 上林县 天等县 天峨县 武宣县 象州
县 忻城县 永福县 资源县
重庆：城口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巫
溪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黔江区
四川：阿坝县 白玉县 丹
巴县 道孚县 稻城县 得荣县 德格县 峨边彝族自治县 甘孜县 黑水县 红原县 会东县 金
川县 金阳县 九龙县 雷波县 理塘县 理县 炉霍县 美姑县 木里藏族自治县 宁南县 普格
县 壤塘县 若尔盖县 色达县 石渠县 松潘县 喜德县 乡城县 小金县 新龙县 雅江县 盐源
县 越西县 昭觉县
贵州：安龙县 册亨县 岑巩县 长顺县 从江县 大方县 丹寨县 道真
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德江县 凤冈县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赫章县 黄平县 惠水县 剑河县
江口县 锦屏县 雷山县 黎平县 六枝特区 罗甸县 麻江县 湄潭县 纳雍县 盘县 平塘县 普
安县 普定县 黔西县 晴隆县 榕江县 三都水族自治县 三穗县 石阡县 水城县 思南县 松
桃苗族自治县 绥阳县 台江县 天柱县 万山特区 望谟县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瓮安县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习水县 兴仁县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余庆县
贞丰县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正安县 织金县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云南：沧源佤族
自治县 昌宁县 大关县 德钦县 凤庆县 福贡县 富宁县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贡山独龙族
怒族自治县 广南县 鹤庆县 红河县 华坪县 剑川县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金平苗族瑶族
傣族自治县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梁河县 龙陵县 陇川县 泸水县 泸西
县 鲁甸县 麻栗坡县 马关县 蒙自县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南涧
彝族自治县 宁蒗彝族自治县 巧家县 丘北县 施甸县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威信县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西畴县 西盟佤族自治县 盐津县 砚山县
漾濞彝族自治县 彝良县 盈江县 永德县 永平县 永善县 永胜县 元阳县 云龙县 云县 镇
康县 镇雄县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 香格里拉县
西藏：安多县 昂仁县 八宿县
巴青县 白朗县 班戈县 比如县 边坝县 波密县 察雅县 察隅县 昌都县 措美县 措勤县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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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县 达孜县 当雄县 丁青县 定结县 定日县 堆龙德庆县 噶尔县 改则县 岗巴县 革吉县
工布江达县 贡嘎县 贡觉县 吉隆县 加查县 嘉黎县 江达县 江孜县 康马县 拉孜县 朗县
浪卡子县 类乌齐县 林芝县 林周县 隆子县 洛隆县 洛扎县 芒康县 米林县 墨脱县 墨竹
工卡县 那曲县 乃东县 南木林县 尼玛县 尼木县 聂拉木县 聂荣县 普兰县 琼结县 曲水
县 曲松县 仁布县 日土县 萨嘎县 萨迦县 桑日县 申扎县 索县 谢通门县 亚东县札达县
扎囊县 仲巴县 左贡县
陕西：白河县 彬县 长武县 淳化县 丹凤县 佛坪县 岚皋县 麟
游县 留坝县 陇县 洛南县 宁强县 宁陕县 蒲城县 千阳县 乾县 山阳县 旬邑县 洋县 宜
君县 永寿县 镇巴县 镇坪县 紫阳县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 高台县 古浪县 和政县 积石
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静宁县 临潭县 临夏县 临泽县 陇西县 民乐县 岷县 秦安
县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通渭县 渭源县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漳县 清水县 舟曲县 庄浪县
青海：班玛县 称多县 达日县 都兰县 甘德县 刚察县 共和县 贵德县 贵南县 海晏县 河南
蒙古族自治县 化隆回族自治县 湟源县 尖扎县 久治县 玛多县 玛沁县 门源回族自治县
祁连县 曲麻莱县 天峻县 同德县 同仁县 乌兰县 囊谦县 兴海县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玉
树县 杂多县 泽库县 治多县
宁夏：海原县 泾源县 隆德县 彭阳县 同心县 西吉县 盐
池县
新疆：阿合奇县 阿克陶县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拜城县 昭苏县 布尔津县 策勒县
福海县 巩留县 哈巴河县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和田县 吉木乃县 柯坪县 洛浦县 民丰
县 墨玉县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尼勒克县 皮山县 奇台县 且末县 青河县 若羌县 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 特克斯县 托里县 温泉县 乌恰县 乌什县 新和县 伊吾县 于田县 裕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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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属 3

《国民経済業界分類》
本制御指標は《国民経済業界分類》
（GB/T4754—2002）中の製造業部分の分類目録を
列記した。詳細は《国民経済業界分類》
（GB/T4754—2002）を参照のこと。
本分類は 13-43 大分類を包含している。この分類は物理変化あるいは化学変化を経た
後の新しい製品を指し、動力機械による製造も、手作業による製造も、また製品の卸売り
も小売も均しく製造と見做した。
建築物中の各種製品部品の生産は製造と見做すべきである。ただし、建築用ブロック
現場において、主要部品を使用して橋梁・倉庫設備・鉄道・高架道路・エレベータ・エス
カレータ・配管設備・暖房設備・通風設備と空調設備・照明と電線配線などの組み立て活
動及び建築物の装置は均しく建築活動に列記した。
主に製品製造に従事する企業の中で、製品を販売するために機械と設備の組立て据付
活動を行う場合は、その主な活動に類別すべきである。

13 農副食品加工業
1310 穀物加工 穀物精穀
1320 飼料加工
植物油加工
1331 食用植物油加工
1332 非食用植物油加工
1340 製糖
屠殺および肉類加工
1351 畜禽屠宰
1352 肉製品および副産品加工は主
に各種の家畜と家禽肉を原料とした成熟肉製品の加工並びに家畜と家禽の副製
品加工活動を指す。
136 水産品加工 1361 水産品冷凍加工
1362 魚の缶詰などの製品および干し魚
と魚の漬物加工
1363 水産飼料製造
1364 魚油抽出および製品の製造
1369 その他水産濱加工
137 1370 野菜・果物と堅果の加工
139 その他農副食品加工
1391 澱粉および澱粉製品の製造
1392 豆製品の
製造
1393 卵品加工
1399 その他まだ列記してない農副食品加工
131
132
133
134
135

14 食品製造業
焙り焼く食品製造
1411 菓子類とパン製造
1419 ビスケットおよびその
他焙り焼き食品の製造
142 砂糖菓子・チョコレートおよび蜜漬け砂糖漬け製造
1421 砂糖菓子・チョ
コレート製造
1422 蜜漬け砂糖漬け製造
143 インスタント食品製造
1431 米と穀物粉製品製造
1432 急速冷凍食品製
造
1439 インスタント麺およびその他インスタント食品製造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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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液体乳および乳製品製造
缶詰製造
1451 肉・鶏肉類缶詰製造
1452 水産品缶詰製造
1453 野
菜・果物缶詰製造
1459 その他缶詰食品製造
146 調味料・発酵製品製造
1461 化学調味料製造
1462 醤油・食用酢および
類似製品製造
1469 その他調味料・発酵製品製造
149 その他食品製造
1491 栄養・保健食品製造
1492 冷凍飲料および食用氷
製造
1493 塩加工
1494 食品および飼料添加剤製造
1499 その他ま
だ列記されていない食品製造
144
145

15 飲料製造業
151
152
153

154

1510 アルコール製造
酒の製造
1521 白酒製造
1522 ビール製造
1523 黄酒製造
1524 ぶどう酒製造
1529 その他酒の製造
ソフト飲料製造
1531 炭酸飲料製造
1532 ビン（缶）詰め飲料水製造
1533 果物・野菜ジュース飲料製造
1534 乳飲料と植物蛋白飲料製造
1535 固体飲料製造
1539 茶飲料およびその他飲料製造
1540 精製茶加工

16 煙草製品業
161
162
169

1610 煙草葉の乾燥
1620 紙巻煙草製造
1690 その他煙草製品加工

17 紡績業
171 綿・化繊紡績および捺染プリント加工
1711 綿・化繊紡績加工
1712 綿・
化繊捺染プリント加工
172 毛紡績と染色加工
1721 毛糸加工
1722 毛紡績
1723 毛染色加工
173 1730 麻紡績
174 絹紡績および仕上げ加工
1741 絹のくけ加工
1742 絹紡績と絹織り加工
1743 絹染色と仕上げ加工
175 紡績製品製造
1751 綿および化繊製品製造
1752 毛製品製造
1753
麻製品製造
1754 絹製品製造
1755 縄・ロープ・綱の製造
1756 紡
績帯と纺织带とカーテン布製造
1757 不織布製造
1759 その他紡績製品
製造
176 メリヤス・編み物及びその他製品製造
1761 綿・化繊のメリヤスと編み物製造
1762 毛メリヤスおよび編み物製造
1763 絹メリヤスおよび編み物製造
1769 その他メリヤスおよび編み物製造

14

中国唐山市日本事務所翻訳整理

不許転載

18 紡績服装・靴・帽子製造業
181
182
183

1810 紡績服装製造
1820 紡績ズック靴の製造
1830 製帽

19 皮革・毛皮・羽毛（絨）およびその製品業
191
192
193
194

1910 皮革なめし加工
皮革製品製造
1921 皮靴製造
1922 皮革服装製造
1923 皮かばん・
袋製造
1924 皮手袋および皮装飾品製造
1929 その他皮製品製造
毛皮なめし及び製品加工
I931 毛皮なめし加工
1932 毛皮服装加工
1939 その他毛皮製品加工
羽毛（絨）加工および製品製造
1941 羽毛（絨）加工
1942 羽毛（絨）
製品加工

20 木材加工および木・竹・藤・シュロ・草製品業
201 鋸材・木片加工
2011 锯材加工
2012 木片加工
202 人造板製造
2021 膠合板製造
2022 繊維板製造
2023 かんな屑板製造
2029 その他人造板・材製造
203 木製品製造 2031 建築用木材および木材モジュール加工 2032 木材容器製造
2039 コルク製品およびその他木製品製造
204 2040 竹・藤・シュロ・草製品製造

21 家具製造業
211 2110 木質家具製造
212 2120 竹・藤家具製造
213 2130 金属家具製造
214 2140 プラスティック家具製造
219 2190 その他家具製造

22 造紙および紙製品業
221
222
223

2210 紙パルプ製造
造紙
2221 機械漉き紙および紙板製造
工紙製造
紙製品製造
2231 紙と紙板容器の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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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印刷業と記録媒体の複製
231 印刷 2311 書・新聞・刊行物印刷
2312 本冊子印刷
232 2320 装丁及びその他印刷サービス活動
233 2330 記録媒体の複製

2319 包装装飾印刷

24 文教体育用品製造業
241 文化用品製造
2411 文具製造
2412 筆の製造
2413 教学用モデル及
び教具製造
2414 墨水・墨汁製造
2419 その他文化用品製造
242 体育用品製造
2421 球類製造
2422 体育機材及び部品製造
2423 訓
練健身機材製造
2424 運動防護用具製造
2429 その他体育用品製造
243 楽器製造
2431 中国楽器製造
2432 西洋楽器製造
2433 電子楽器製造
2439 その他楽器および部品製造
244 2440 玩具製造
245 245 遊戯機材および娯楽用品製造
2451 露天遊楽場所遊楽設備製造
2452 遊戯用品および室内遊戯機材製造

25 石油化工・コークス・核燃料加工業
251 精錬石油製品の製造
生産
252 2520 コークス製造
253 2530 核燃料加工

2511 原油加工および石油製品製造

2512 人造石油

26 化学原料および化学製品製造業
261 基礎科学原料製造
2611 無機酸製造
2612 無機アルカリ製造
2613
無機塩製造
2614 有機化学原料製造
2619 その他基礎科学原料製造
262 肥料製造
2621 窒素肥料製造
2622 燐肥料製造
2623 カリウム肥料
製造
2624 複 合肥 料製 造
2625 有機肥 料お よび 微生 物肥 料製 造
2629 その他肥料製造
263 農薬製造
2631 化学農薬製造
2632 生物化学農薬および微生物農薬製造
264 塗料・印刷用インキ・顔料および類似品製造
2641 塗料製造
2642 印刷
用インキおよび類似品製造
2643 顔料製造
2644 染料製造
2645 密
封用充填材および類似品製造
265 合成材料製造
2651 初級形態のプラスティック及び合成樹脂製造
2652
合成ゴム製造
2653 合成繊維単（聚合）体の製造
2659 その他合成材料
の製造
266 専用化学品の製造
2661 化学試剤と補助剤製造
2662 専項化学用品製造
2663 林産化学製品製造
2664 火薬および火工製品製造
2665 情報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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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2666 環境汚染処理専用薬剤材料製造
2667 動物にかわ製造
2669 その他専用化学製品製造
267 日用化学製品製造
2671 石鹸および合成洗剤製造
2672 化粧品製造
2673 口腔清潔清浄用品製造
2674 香料・香料エッセンス製造
2679 その
他日用化学製品製造

27 医薬製造業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10 化学薬品原薬製造
2720 化学薬品製剤製造
2730 中国薬品飲片加工
2740 中国薬品売薬（調合済み）製造
2750 獣用薬品製造
2760 生物・生化学製品の製造
2770 衛生材料および医薬品製造

28 化学繊維製造業
281 繊維素繊維原料および繊維製造
2811 化繊原料製造
2812 人造繊維製造
282 合成繊維製造
2821 ナイロン繊維製造
2822 ポリエステル繊維製造
2823 二トリル繊維製造
2824 ビニロン繊維製造
2829 その他合成繊維製造

29 ゴム製品業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9

タイヤ製造
2911 車両・飛行機・建設機械タイヤの製造
製造
2913 タイヤの新品再生加工
2920 ゴムの板・菅・帯の製造
2930 ゴム部品の製造
2940 再生ゴムの製造
2950 日用および医用ゴム製品製造
2960 ゴム靴製造
2990 その他ゴム製品製造

30 樹脂製品業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10 樹脂薄膜製造
3020 樹脂の板・菅・型材ｍｐ製造
3030 樹脂糸・縄・編織品の製造
3040 泡沫樹脂製造
3050 樹脂人造皮革・合成皮革製造
3060 樹脂包装箱および容器製造
3070 樹脂部品製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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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樹脂製造
3081 樹脂靴製造
3090 その他樹脂製品製造

3082 日用品樹脂雑品製造

31 非金属鉱物製品業
311 セメント・石灰と石膏の製造
3111 セメント製造
3112 石灰と石膏製造
3I2 セメントおよび石膏製品製造
3121 セメント製品製造
3122 コンクリー
ト構造・部材製造
3123 石綿セメント製品製造
3124 軽質建築材料製造
3129 その他セメント製品製造
313 レンガ・瓦・石材・およびその他建築材料製造
3131 粘土レンガおよび建築
レンガ製造
3132 建築陶磁器製品製造
3133 建築用石材加工
3134
防水建築材料製造
3135 断熱と遮音材料製造
3139 その他建築材料製造
314 ガラスおよびガラス製品製造
3141 平板ガラス製造
3142 技術ガラス製
品製造
3143 光学ガラス製造
3144 ガラス計器製造
3145 日用ガラ
ス製品およびガラス包装容器製造
3146 ガラス保温容器製造
3147 ガラ
ス繊維および製品製造
3148 ガラス繊維増強樹脂製品製造
3149 その他
ガラス製品製造
315 陶磁器製品製造
3151 衛生陶磁器製品製造
3152 特殊陶磁器製品製造
3153 日用陶磁器製品製造
3159 造園芸術およびその他陶磁器製品製造
316 耐火材料製品製造
3161 石綿製品製造
3162 雲母製品製造
3169 耐火
陶磁器製品およびその他耐火材料製造
319 石墨およびその他非金属鉱物製品製造
3191 石墨および炭素製品製造
3199 その他非金属鉱物製品製造

32 黒色金属（鉄・Mn・Cr）製錬および圧延加工業
321
322
323
324

3210 製鉄
3220 製鋼
3230 鋼圧延加工
3240 鉄合金製錬

33 有色金属製錬および圧延加工業
331 常用有色金属製錬
3311 銅精錬
3312 鉛・亜鉛製錬
3313 ニッケル・
クロム製錬
3314 錫製錬
3315 アンチモン製錬
3316 アルミ製錬
3317 マグネシウム製錬
3319 その他常用有色金属製錬
332 貴金属製錬
3321 金製錬
3322 銀製錬
3329 その他貴金属製錬
333 稀有稀土金属製錬
3331 タングステン鋼製錬
3332 稀土金属製錬
3339 その他稀有金属製錬
334 3340 有色金属合金製造
335 335 有色金属圧延加工
3351 常用有色金属圧延加工
3352 貴金属圧延加工
3353 稀有稀土金属圧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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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属製品業
341 構造性金属製品製造
3411 金属構造製造
3412 金属門・窓製造
342 金属工具製造
3421 切削工具製造
3422 手工具製造
3423 農業用お
よび園芸用金属工具製造
3424 刃物類日用工具製造
3429 その他金属工
具製造
343 コンテナーおよび金属容器製造
3431 コンテナー製造
3432 金属圧力容
器製造
3433 金属包装容器製造
344 3440 金属糸・ロープおよびその製品の製造
345 建築・安全用金属製品製造
3451 建築・家具用金属部品製造
3452 建
築 装 飾お よび 水暖 房菅 道部 品製 造
3453 安 全 ・消 防用 金属 製品 製 造
3459 その他建築・安全用金属製品製造
346 3460 金属表面処理および熱処理加工
347 琺瑯びき製品の製造
3471 工業生産部品用琺瑯びき製品製造 3472 琺瑯衛
生用具製造
3479 琺瑯日用品およびその他琺瑯製品製造
348 ステンレス鋼及び類似日用金属製品製造
3481 金属製厨房調理及び衛生器
具製造
3482 金属製厨房用器皿および食事用具製造
3489 その他日用金
属製品製造
349 他の金属製品製造
3491 貨幣鋳造および貴金属製実験室用品製造
3499
その他列記されていない金属製品の製造

35 汎用設備製造業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ボイラおよび原動機製造
3511 ボイラおよび補助設備製造
3512 内燃
機および部品製造
3513 蒸気タービンおよび補助機製造
3514 水力タ
ービンおよび補助機製造
3519 その他原動機製造
金属加工機械製造
3521 金属切削工作機械製造
3522 金属成型工作機
械製造
3523 鋳造機械製造
3524 金属切断および溶接設備製造
3525 工作機械部品製造
3529 その他金属加工機械製造
3530 起重運輸設備製造
ポンプ・バルブ・圧縮機および類似機会の製造
3541 ポンプおよび真空設
備製造
3542 ガス圧縮機械製造
3543 バルブとコックの製造
3544
液圧と気圧動力機械および部品の製造
軸受・歯車・伝動と駆動部品の製造
3551 軸受製造
3552 歯車・伝動
と駆動部品の製造
3560 乾燥炉・溶鉱炉および電炉製造
风机、衡器、包装设备等通用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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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4 风动和
电动工具制造
3575 喷枪及类似器具制造
3576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3577 衡器制造
3579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
通用零部件制造及机械修理
3581 金属密封件制造
3582 紧固件、弹簧
制造
3583 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修理
3589 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
金属铸、锻加工
3591 钢铁铸件制造
3592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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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専用設備製造業
361 鉱山・冶金・建築専用設備製造
3611 採鉱・採石設備製造
3612 石油採
掘専用設備製造
3613 建築土木工事用機械製造
3614 建築材料生産専用
機械製造
3615 冶金専用設備製造
362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専用設備製造
3621 製油・化工生産専用設備製造
3622 ゴム化工専用設備製造
3623 樹脂加工専用設備製造
3624 木材加工
機械製造
3625 金型製造
3629 その他非金属加工専用設備製造
363 食品・飲料・煙草および飼料生産専用設備製造
3631 食品・飲料・煙草工業
専用設備製造
3632 農副食品加工専用設備製造
3633 飼料生産専用設備
製造
364 印刷・製薬・日用化工生産専用設備製造
3641 パルプ生産と造紙専用設備製
造
3642 印刷専用設備製造
3643 日用化工専用設備製造
3644 製薬
専用設備製造
3645 照明器具生産専用設備製造
3646 ガラス・陶磁器・
琺瑯製品生産専用設備製造
3649 その他日用品生産専用設備製造
365 紡績・服装と皮革工業専用設備製造
3651 紡績専用設備製造
3652 皮革・
毛皮およびその製品加工専用設備製造
3653 縫製機械製造
3659 その他
服装化工専用設備製造
366 電子と電工機械専用設備製造
3661 電工機械専用設備製造
3662 電子工
業専用設備製造
3663 武器・弾薬製造
3669 航空・航天およびその他専
用設備製造
367 農・林・牧・魚専用機械製造
3671 トラクター製造
3672 機械化農業及
び園芸器具製造
3673 営林および木竹伐採機械製造
3674 牧畜機械製造
3675 漁業機械製造
3676 農林牧畜漁業機械部品製造
3679 その他農林牧
畜漁業機械製造および機械修理
368 医療計器及び機器製造
3681 医療診断・監護および治療設備製造
3682
口腔科用設備および器具製造
3683 実験室および医用消毒設備と器具の製
造
3684 医療・外科・獣医用機器製造
3685 機械治療および病室保護
管理設備製造
3686 義肢・人口器官および移植機器製造
3689 その
他医療用設備および機器製造
369 環境保護・社会公共安全およびその他専用設備製造
3691 環境汚染防止専用
設備製造
3692 地質調査専用設備製造
3693 郵政専用機械および機材製
造
3694 商業・飲食・サービス業専用設備製造
3695 社会公共安全設備
および機材製造
3696 交通安全および管制専用設備製造
3697 水資源専
用機械製造
3699 その他専用設備製造

37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371 鉄道運輸設備製造
3711 鉄道機関車車両および高速列車製造
3712 鉱工
業軌道専用車両製造
3713 鉄道機関車車両部品製造
3714 鉄道専用設備
および機材・部品製造
3719 その他鉄道設備製造および設備修理
372 自動車製造
3721 自動車完成車製造
3722 改装自動車製造
3723 電
気自動車製造
3725 自動車部品製造
3726 自動車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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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オートバイ製造
3731 オートバイ完成車製造
3732 オートバイ部品製
374 自転車製造
3741 足踏み自転車および車椅子製造
3742 補助動力つき自
転車製造
375 船舶および浮動装置製造
3751 金属船舶製造
3752 非金属船舶製造
3753 娯楽船と運動船の建造と修理
3754 船用システム設備製造
3755 船
舶修理および解体
3759 航行表示機材およびその他浮動装置の製造
376 航空航天器製造
3761 飛行機製造と修理
3762 航天器製造
3769 そ
の他飛行器製造
379 交通機材およびその他交通運輸設備製造
3791 潜水および水中救護労働装
備製造
3792 交通管理用金属標識及び施設製造
3799 その他交通運輸設
備製造

39 電気機械及び機材製造業
391 発電機と電動機製造
3911 発電機および発電機セット製造
3912 モータ
製造
3919 マイクロモータおよびその他モータ製造
392 輸配電および制御設備製造
3921 変圧器・整流器と電感器製造
3922 コ
ンデンサおよびそのシステム設備製造
3923 配電スイッチ制御設備製造
3924 電力電子部品製造
3929 その他輸配電および制御設備製造
393 電線・電纜・光ケーブルおよび電工機材製造
3931 電線電纜製造
3932
光ファイバー・光ケーブル製造
3933 絶縁製品製造
3939 その他電工機
材製造
394 3940 電池製造
395 家用電力器具製造
3951 家用冷凍冷蔵電気器具製造
3952 家用エアコン
製造
3953 家用通風電気器具製造
3954 家用厨房電気器具製造
3955 家用清潔衛星電気器具製造
3956 家用美容・保健電気器具製造
3957 家用電力器具専用部品製造
3959 その他家用電力器具製造
396 非家用器具製造
3961 ガス器具・太陽エネルギーおよび類似エネルギーの
器具製造
3969 その他非電力家用器具製造
397 照明器具製造
3971 電気光源製造
3972 照明灯具製造
3979 灯用電
器付属部品およびその他照明器具製造
398 その他電気機械器具製造
3991 車両専用証明および電気信号設備装置製造
3999 その他まだ列記されていない電気機械製造

40 通信設備・計算機およびその他電子設備製造業
401

402
403

通信設備製造
4011 通信伝送設備製造
4012 通信交換設備製造
4013 通信端末設備製造
4014 移動通信および端末設備製造
4019 その
他通信設備製造
4020 レーダおよびシステム設備製造
テレビ放送設備製造
4031 テレビプログラム製作および発射設備製造
4032 テレビ放送受信設備および機材製造
4039 テレビ設備応用およびその
他テレビ放送設備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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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406
407
409

不許転載

電子計算機製造
4041 電子計算機完成品製造
4042 計算機ネット設備
製造
4043 電子計算機外部設備製造
電子部品製造
4051 電子真空部品製造
4052 半導体分立器部品製造
4053ＩＣ製造
4059 光電子部品およびその他電子部品製造
電子エレメント製造
4061 電子エレメントおよび組品製造
4062 プリ
ント基板製造
家用視聴設備製造
4071 家用視影設備製造
4072 家用音響設備製造
4090 その他電子設備製造

41 計測器および文化・事務用機械製造業
411 汎用計測器製造
4111 工業自動制御システム装置製造
4112 電工計測
器製造
4113 絵画・計算および測量計器製造
4114 実験分析計器製造
4115 試験機製造
4119 供応用計器およびその他汎用計器製造
412 専用計測器製造
4121 環境監視測定専用計測器製造
4122 自動車およ
びその他計測器製造
4123 航路誘導・気象及び海洋専用計測器製造
4124 農林牧畜漁業専用計測器製造
4125 地質調査と地震専用計測器製造
4126 教学専用計器製造
4127 原子核 およ び核輻射測定計 測器製造
4128 電子測定計測器製造
4129 その他専用計器製造
413 4130 時計と計時計器製造
414 光学計器とめがね製造
4141 光学計器製造
4142 めがね製造
415 文化・事務用機械製造
4151 电影机械制造
4152 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
4153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4154 コピーとゴム印設備製造
4155 計算機お
よび貨幣専用設備製造
4159 その他文化・事務用機械製造
419 4190 その他計測器の製造および修理

42 工芸品およびその他製造業
421 工芸美術品製造
4211 彫刻・塑像工芸品製造
4212 金属工芸品製造
4213 漆器工芸品製造
4214 花工芸品製造
4215 天然植物繊維織編工芸
品製造
4216 抜きかがり細工・刺繍工芸品製造
4217 敷き絨毯・飾り
絨毯製造
4218 宝石・首飾りおよび関連物の製造
4219 その他工芸美
術品製造
422 日用雑貨品製造
4221 鏡および類似品の化工
4222 剛毛加工・ブラシ製
造および清掃工具製造
4229 その他日用雑品製造
423 4230 石炭製品製造
424 4240 放射線加工
429 4290 その他まだ列記してない製造業

・43 廃棄資源および廃旧材料回収加工業
431
432

4310 金属廃材と屑の加工処理
4320 非金属廃材と屑の加工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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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資強度の制御指標
地区分類
業界番号

一類
市県等級

第一、二、三、四等

単位：元/㎡

二類

三類

四類

五類

六類

七類

第五、六等

第七、八等

第九、十等

第十一、十二等

第十三、十四等

第十五等

13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14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15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16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17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18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19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20

≥1555

≥1245

≥900

≥625

≥520

≥470

≥440

21

≥1815

≥1450

≥1055

≥725

≥605

≥555

≥440

22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23

≥2590

≥2070

≥1505

≥1035

≥865

≥780

≥440

24

≥1935

≥1555

≥1125

≥780

≥660

≥590

≥440

25

≥2590

≥2070

≥1505

≥1035

≥865

≥780

≥440

26

≥2590

≥2070

≥1505

≥1035

≥865

≥780

≥440

27

≥3885

≥3105

≥2260

≥1555

≥1295

≥1175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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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類
業界番号

不許転載

一類
市県等級

第一、二、三、四等

二類

三類

四類

五類

六類

七類

第五、六等

第七、八等

第九、十等

第十一、十二等

第十三、十四等

第十五等

28

≥3885

≥3105

≥2260

≥1555

≥1295

≥1175

≥440

29

≥2590

≥2070

≥1505

≥1035

≥865

≥780

≥440

30

≥2070

≥1660

≥1210

≥830

≥690

≥625

≥440

31

≥1555

≥1245

≥900

≥625

≥520

≥470

≥440

32

≥3105

≥2485

≥1815

≥1245

≥1035

≥935

≥440

33

≥3105

≥2485

≥1815

≥1245

≥1035

≥935

≥440

34

≥2590

≥2070

≥1505

≥1035

≥865

≥780

≥440

35

≥3105

≥2485

≥1815

≥1245

≥1035

≥935

≥440

36

≥3105

≥2485

≥1815

≥1245

≥1035

≥935

≥440

37

≥3885

≥3105

≥2260

≥1555

≥1295

≥1175

≥440

39

≥3105

≥2485

≥1815

≥1245

≥1035

≥935

≥440

40

≥4400

≥3520

≥2575

≥1760

≥1470

≥1330

≥440

41

≥3105

≥2485

≥1815

≥1245

≥1035

≥935

≥440

42

≥1555

≥1245

≥900

≥625

≥520

≥470

≥440

43

≥1555

≥1245

≥900

≥625

≥520

≥470

≥440

注：都市の等級区分は付属２を参照の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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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容積率の制御指標
業界分類
業界番号

名

称

容積率

13

農副食品加工業

≥1.0

14

食品製造業

≥1.0

15

飲料製造業

≥1.0

16

煙草加工業

≥1.0

17

紡績業

≥0.8

18

紡績服装・靴・帽製造業

≥1.0

19

皮革・毛皮・羽毛およびその製品業

≥1.0

20

木材加工および竹・藤・シュロ・草製品業

≥0.8

21

家具製造業

≥0.8

22

造紙および紙製品業

≥0.8

23

印刷業・記録媒体の複製

≥0.8

24

文教体育用品製造業

≥1.0

25

石油加工・コークス・核燃料加工業

≥0.5

26

化学原料および化学製品製造業

≥0.6

27

医薬製造業

≥0.7

28

化学繊維製造業

≥0.8

29

ゴム製品業

≥0.8

30

樹脂製品業

≥1.0

31

非金属鉱物製品業

≥0.7

32

黒色金属（鉄・Mn・Cr）精錬および圧延加工業

≥0.6

33

有色金属精錬および圧延加工業

≥0.6

34

金属製品業

≥0.7

35

汎用設備製造業

≥0.7

36

専用設備製造業

≥0.7

37

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

≥0.7

39

電気機械及び機材製造業

≥0.7

40

通信設備・計算機・その他電子設備製造業

≥1.0

41

計測器および文化・事務用機械製造業

≥1.0

42

工芸品およびその他製造業

≥1.0

43

廃棄資源と廃旧材料回収加工業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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