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件

; 当

; 各省自
; 有关单位:
i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2009J 36 
i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
i 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
j 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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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C20Ö9J 36 号) , 

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均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

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

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

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

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 ，仓储

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各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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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

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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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

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F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

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

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

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p 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p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F 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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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

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z 从业人

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

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

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 s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购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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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

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

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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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其他来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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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

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

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

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

型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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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

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

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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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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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 2003 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

定》同时废止。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⑩。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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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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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飞 -

序 类~J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号 从业〈人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从业(人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从业(人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1 农、林、牧、渔业
500万元〈含〉 50万兀〈含) -

50万元以下
-2亿元 500万元

2 工业
300 (含) - 且2000万

20 (含) -300 
且300万〈含) -

20人以下 或300万元以下
1000 (含) -4亿元 2000万元

3 建筑业
6000万兀 且5000万元-8 300万jï; (含) - 且300万兀〈含〉

300万元以下
或300万

(含) -80000 亿元 6000万元 -5000 元以下

4 批发业 20 (含) -200 
且5000万

5 (含) -20 
且1000万〈含)

5人以下 或1000万元以下
(含) -4亿元 -5000万元

5 零售业 50 (含) -300 
且500万〈含〉

10 (含) -50 
且100万〈含) -

。-9 或100万元以下
-2亿元 500万元(

6 交通运输业
300 (含) - 且3000万

20 (含) -300 
且200万〈含) -

20以下 或200万元以下
1000 〈含) -3亿元 3000万元

7 仓储业 100 (含) -200 
且1000万

20 (含) -100 〈含〉 -JJ1U 000万 20人以下 或100万元以下
〈含) -3亿元

8 邮政业
300 (含) - 且2000万

20 (含) -300 
且100万〈含) -

20人以下 或100万元以下
1000 (含) -3亿元 2000万元

9 住宿业 100 (含) -300 
且2000万

10 (含) -100 
且100万〈含) -

10人以下 或100万元以下
〈含) -1亿元 2000万元

10 餐饮业 100 (含) -300 
且2000万

10 (含) -100 
且100万〈含) -

10人以下 或100万元以下
〈含) -1亿元 2000万元

11 信息传输业
1∞〈含〉 且1000万元 10

10 (含) -100 〈含) -1000万 10人以下 或100万元以下
2000 亿元

1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100 (含) -300 
且1000万

10 (含) -100 
且50万兀〈含〉

10人以下 或50万元以下
务业 (含) -1亿元 -1000万元

13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0万元 且5000 (含〉 100万兀(含) - 且2000万(含) -

100万元以下
或2000万

(含) -:w亿元 1亿元 1000万元 5000 元以下

14 物业管理
300 (含〉

〈含) -5000万 10 (含) -300 
且500万(含)

100人以下 500万元以下
1000 1000万元

1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 (含) -300 
且8000 (含〉

10 (含) -100 
且100万jï;(含〉

10人以下 或100万元以下
-12亿元 -8000万元

其他未列明行业 100 (含) -300 10 (含) -100 10人以下
」 一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