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部門分類 (MTN.GNS/W/120) (中譯版) 

來源： 中國服務貿易網 

部門和分部門 相對應的 CPC 號
1
 

1、   商務服務   

A．專業服務    

a.   法律服務  861 

b.   會計、審計和簿記服務  862 

c.   稅收服務 863 

d.   建築設計服務 8671 

e.   工程服務 8672 

f.   集中工程服務 8673 

g.   城市規劃和園林建築服務 8674 

h.   醫療和牙科服務 9312 

i.   獸醫服務 932 

j.   助産士、護士、理療醫師和護理員提供的服

務 

93191 

k.   其它   
  

B. 計算機及相關服務   

a.     與計算機硬件安裝有關的咨詢服務 841 

b.     軟件執行服務 842 

c.     數據處理服務 843 

d.     數據庫服務 844 

e.     其它 

  

845+849 

C．研究和開發服務   

a.          自然科學的研究和開發服務 851 

b.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和開發服務 852 

c.          邊緣學科的研究和開發服務 

  

853 

D. 房地産服務   

a.     涉及自有或租賃房地産的服務 821 

b.     基於收費或合同的房地産服務 822 

  

E．無操作人員的租賃服務(幹租服務)   

a.     船舶租賃 83103 

b.     航空器租賃 83104 

c.     其它運輸設備租賃 83101+83102+83105 

                                                       
1 CPC 号的内容可于联合国相关网页(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9&Lg=1)浏览 (只有英文版) 

 



 

d.     其它機械設備租賃 83106-83109 

e.     其它 832 

  

F．其它商務服務   

a.          廣告服務 871 

b.          市場調研和民意測驗服務 864 

c.          管理咨詢服務 865 

d.          與管理咨詢相關的服務 866 

e.          技術測試和分析服務 8676 

f.          與農業、狩獵和林業有關的服務 881 

g.          與漁業有關的服務 882 

h.          與採礦業有關的服務 883+5115 

i.          與製造業有關的服務 884+885(除了 88442) 

j.          與能源分配有關的服務 887 

k.          人員提供與安排服務 872 

l.          調查與保安服務 873 

m.          相關的科學和技術咨詢服務 8675 

n.          設備的維修和保養服務 633+8861-8866 

o.          建築物清潔服務 874 

p.          攝影服務 875 

q.          包裝服務 876 

r.          印刷和出版服務 88442 

s.          會議服務 87909 

t.          其它 8790 

  

2、通訊服務   

A．郵政服務 7511 

B．速遞服務 7512 

C．電信服務   

a.     語音電話服務 7521 

b.     集束切換數據傳輸服務 7523 

c.     綫路切換數據傳輸服務 7523 

d.     電傳服務 7523 

e.     電報服務 7522 

f.     傳真服務 7521+7529 

g.     私有綫路租賃服務 7522+7523 

h.     電子郵件服務 7523 

i.     語音郵件服務 7523 

j.     在綫信息和數據調用服務 7523 

k.     電子數據交換服務 7523 

l.     增值傳真服務，包括儲存和發送、儲存和調

用 

7523 

m.     編碼和規程轉換服務 n.a. 



 

n.     在綫信息和/或數據處理(包括傳輸處理) 843 

o.     其它   
  

D．視聽服務 

 

  

a.          電影和錄像的製作和發行服務 9611 

b.          電影放映服務 9612 

c.          廣播和電視服務 9613 

d.          廣播和電視傳輸服務 7524 

e.          錄音服務 n.a. 

f. 其它 

 

  

E．其它 

 

  

 3、建築和相關的工程服務   

A．建築物的總體建築工作 512 

B．民用工程的總體建築工作 513 

C．安裝和組裝工作 514+516 

D．建築物的裝修工作 517 

E．其它 

 

511+515+518 

 4、分銷服務   

A．傭金代理服務 621 

B．批發銷售服務 622 

C．零售服務 631+632+6111+6113+6121 

D．特許經營服務 8929 

E．其它   
  

5、教育服務   

A．初級教育服務 921 

B．中等教育服務 922 

C．高等教育服務 923 

D．成人教育服務 924 

E．其它教育服務 929 

  

6、環境服務   

A．排污服務 9401 

B．廢物處理服務 9402 

C．衛生及類似服務 9403 

D．其它   
  

7、金融服務   



 

A．所有保險和與其相關的服務 812 

a.     人壽險、意外險和健康保險服務 8121 

b.     非人壽保險服務 8129 

c.     再保險和轉分保服務 81299 

d. 保險輔助服務(包括保險經紀、保險代理服

務) 

 

8140 

  

B．銀行和其它金融服務(不含保險)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它需償還的資金 81115-81119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貸

款、保理和商業交易的融資 

8113 

c.          金融租賃 8112 

d.          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 81339 

e.          擔保與承兌 81199 

f.          在交易市場、公開市場或其它場所自行或代

客交易 

  

f1. 貨幣市場票據 81339 

f2. 外匯 81333 

f3. 衍生産品，包括，但不限於期貨和期權 81339 

f4. 匯率和利率契約，包括調期和遠期利、

匯率協議 

81339 

f5. 可轉讓證券 81321 

f6. 其它可轉讓的票據和金融資産，包括金

銀條塊 

81339 

g.          參與各類證券的發行 8132 

h.          貨幣經紀 81339 

i.          資産管理 8119+81323 

j.          金融資産的結算和清算，包括證券、衍生産

品和其它可轉讓票據 

81339 或 81319 

k.          咨詢和其它輔助金融服務(注 4) 8131 或 8133 

l. 提供和傳輸其它金融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金

融信息、金融數據處理和相關的軟件 

 

8131 

C．其它   
  

8、與健康相關的服務和社會服務 
   (除專業服務中所列以外) 

  

A．醫院服務 9311 

B．其他人類健康服務 9319(除了 93191) 

C．社會服務 933 

D．其它 

 

 



 

9、旅游和與旅游相關的服務   

A．飯店和餐飲服務(包括外賣服務) 641-643 

B．旅行社和旅游經營者服務 7471 

C．導游服務 7472 

D．其它   
  

10、娛樂、文化和體育服務   

A．文娛服務(除視聽服務以外) 9619 

B．新聞社服務 962 

C．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和其它文化服務 963 

D．體育和其它娛樂服務 964 

E．其它   
  

11、運輸服務   

A．海洋運輸服務   

a.          客運服務 7211 

b.          貨運服務 7212 

c.          船舶和船員的租賃 7213 

d.          船舶維修和保養 8868 

e.          拖駁服務 7214 

f.          海運支持服務 745 

  

B．內水運輸服務   

a.          客運服務 7221 

b.          貨運服務 7222 

c.          船舶和船員的租賃 7223 

d.          船舶維修和保養 8868 

e.          拖駁服務 7224 

f.          內水運輸的支持服務 745 

  

C．航空運輸服務   

a.          客運服務 731 

b.          貨運服務 732 

c.          帶乘務員的飛機租賃服務 734 

d.          飛機的維修和保養服務 8868 

e.          空運支持服務 

  

746 

D．航天運輸服務 733 

  

E．鐵路運輸服務   

a.          客運服務 7111 

b.          貨運服務 7112 



 

c.          推車和拖車服務 7113 

d.          鐵路運輸設備的維修和保養服務 8868 

e.          鐵路運輸的支持服務 743 

  

F．公路運輸服務   

a.          客運服務 7121+7122 

b.          貨運服務 7123 

c.          商用車輛和司機的租賃 7124 

d.          公路運輸設備的維修和保養服務 6112+8867 

e.          公路運輸的支持服務 744 

  

G．管道運輸   

a.          燃料傳輸 7131 

b.          其它貨物的運輸 7139 

  

H．所有運輸方式的輔助服務   

a.     理貨服務 741 

b.     倉儲服務 742 

c.     貨運代理服務 748 

d.     其它 749 

  

I．其它運輸服務   

    

12. 其他地方沒有包括的服務 95+97+98+99 
 

 

註:倘本附錄的中英文本有任何差異，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