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济源示范区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A
基本公共
服务

A01 公共安全服务

A0101
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辅助
服务

城市基础设施、食品药品、农产品等领域安
全排查检查、监测、治理辅助服务。

A0102 公共安全情况监测服务 公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与评估等服务。

A0103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服务 事故现场核验、调查分析等服务。

A0104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服务 救援救助服务。

A02 教育公共服务

A0201 课程研究与开发服务 中小学教师课程、职教师资课程等。

A0202 学生体育活动组织实施服务
教育领域内由政府举办的区域性体育、艺
术、技能、业务等比赛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A0203 校园艺术活动组织实施活动 艺术等比赛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A0204 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服务
推广交流会、成果展览会、先进成果演示活
动等。

A0205 国防教育服务 参观活动、科普国防知识等。

A03 就业公共服务

A0301 就业指导服务

就业信息发布、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职业
测评、就业失业登记、就业援助、就业服务
专题活动组织、就业社区建设等就业服务相
关辅助性工作。

A0302 职业技能培训

城乡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残疾
人、农村转移劳动力、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
以及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退役士兵、
退役运动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
和技能提升服务。

A0303 创业指导服务

创业大赛（峰会）、创业型城市、街道（乡
镇）等创业服务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服务，创
业活动策划、宣传服务，项目对接及后续跟
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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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A0304
高层次人才（智库）引进及
配套服务辅助性工作

各类高层次人才（智库）引进活动组织、策
划及宣传服务辅助性工作，高层次人才引进
项目评审、合作交流、对接、招聘、管理评
估、创新创业项目指导等人才配套服务辅助
性工作。

A0305 人才培训
高层次人才、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型人才、
人才工作者等培训，以及专家国情省情研修
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A04 社会保障

A0401 基本养老服务
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机构养老等服务。

A0402 社会救助服务
由第三方开展的社会救助对象排查、家计调
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社会救助协理等服
务。

A0403 社会救助对象基本服务

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照料护理、康复训练、
送医陪护、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
导、资源链接、特困人员社会化托管等服
务；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教育矫治、临时安
置服务；为流浪未成年人提供源头预防和监
护干预等服务。

A0404 儿童福利服务

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困境未成年人的走访
排查、档案整理、调查评估、宣传培训等事
务性工作和监护指导、照料护理、康复训
练、心理疏导、行为矫治、法律援助、社会
融入、专业评估与家庭关系调适等专业服
务。儿童收养评估、收养后回访、档案管理
和评估培训等服务。

A0405 优抚对象安养照料服务
为重点优抚对象提供生活照料、心理疏导、
法律援助、行为干预、社会工作等专业服
务。

A0406
残疾人康复基本型辅具适配
服务

包括助视、助听、助行等基本型辅具及残疾
人生活自助、护理用具的适配和维护维修服
务，其他辅助器具适配和维护维修服务。

A0407 残疾人托养服务
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各类机构托养服
务。

A0408 残疾人就业服务 残疾人就业培训与就业指导服务。

A0409 公益性基础法律服务

面向弱势群体、小微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社区）等提供的公益性法律顾问、
咨询、辩护、代理、公证、司法鉴定等服
务。

A0410 法律援助项目实施
为经济困难并符合援助事项范围或特殊案件
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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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A05
卫生健康
公共服务

A0501 传染病防控服务
传染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调查、评价
及干预。

A0502 地方病防控服务
地方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调查、评价
及干预。

A0503 应急救治服务
公共卫生应急队伍培训，突发急性传染病处
置，中毒、核辐射、地震等相关演练的组织
与实施。

A0504 食品药品安全服务

对辖区内常住居民食品药品安全提供健康教
育资料、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开展公众健
康咨询服务、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综合信息
化开展个体化健康知识普及活动。

A0505 特殊群体卫生健康服务
对辖区儿童、孕妇、老人、残疾人等提供预
防接种管理、健康档案管理等服务。

A06
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

A0601 农业农村环境治理服务
乡村垃圾处理、土壤污染治理、农药包装物
等废弃物治理、污水处理、畜禽养殖粪污处
理等服务。

A0602 废弃物处理服务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服务。

A0603 生态资源调查与监测服务
对森林、湿地、林业自然保护区、陆生野生
动植物等生态资源调查与监测服务。

A0604 环境保护舆情监控服务
森林（公益林）、湿地资源、林业自然保护
区、陆生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珍贵树木
资源舆情监控服务。

A0605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服务
委托第三方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提供技
术支持。

A0606
环境保护成果交流与管理服
务

交流会、培训会、成果展览会的服务事项。

A07 科技公共服务

A0701 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服务
公共领域科技项目成果遴选、评审、验收、
鉴定以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先
进生产工艺、先进设施设备的推广应用等。

A0702 科技研发与推广服务
推广应用创新券，推广创新平台和高校、院
所开放共享仪器设备，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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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A0703 科技交流、普及与推广服务
政府举办的行业、领域科技交流与合作活
动。

A0704 区域科技发展服务 区域产业发展、区域科技改革创新活动。

A0705 技术创新服务 技术知识创新的普及、宣传与推广服务。

A08 文化公共服务

A0801
文化艺术创作、表演及交流
服务

公益性舞台艺术作品、出版物、数字文化产
品、广播影视作品、公益性广告、面向特殊
群体文化产品的创作、演出与宣传。

A0802 群众文化服务活动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含戏曲、全民阅读）的
组织与承办。

A0803 文化和文物保护服务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展示。

A09 体育公共服务

A0901 体育组织服务 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A0902 公共场馆服务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运营与管理。

A0903 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国民体质测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以及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A0904 健身消费补贴服务 发放居民体育健身消费补贴相关服务。

A10 社会治理

A1001 社区治理服务
城乡社区治安维护、信息发布、便民活动组
织、社区工作者培训等服务。

A1002 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服务

社会组织登记、变更、年检、抽查、等级评
估，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社会组
织注销清算报告审计和社会组织专项审计，
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社会智库认定等。

A1003 社会工作服务
对孵化基地、创业园、创新园等社会组织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营提供辅助服务。

A1004 人民调解服务

工商消费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信访调
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交通事故
纠纷调解、医患纠纷调解、社会组织纠纷调
解等化解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服务。

A1005
志愿服务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服务

志愿服务项目的实施与管理服务。

A11 城乡维护服务

A1101 公共设施管理服务 市政设施、乡村公共设施运管与维护。

A12 农业林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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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A1201 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 农民种养技能培训等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

A1202 公益林管护服务 公益林的管理和养护服务。

A1203
动物防疫服务相关技术性、
辅助性工作

动物防疫服务相关技术性、辅助性工作。

A1204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相关技术
性、辅助性工作

松材线虫病、松褐天牛、竹一字象甲等重大
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和检疫技术服务相关技
术性、辅助性工作，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
统治服务相关技术性、辅助性工作。

A1205 农业应急物资储运服务
森林消防应急物资储备、防汛防台抗旱救灾
物资储备、人工增雨火箭弹储运服务。

A1206 远洋渔业资源探捕
对有关公海及有关国家海洋专属经济区内进
行调查分析，探捕有关深海鱼类及分布大概
情况及信息发布服务。

A1207 病死畜禽收集处置服务
畜禽养殖场（户）病死畜禽收集、清点核
查、暂存转运和无害化处理等服务。

A1208 农业灾害救助辅助性工作
自然灾害对农作物造成重大影响、损失的辅
助救助工作。

A1209 高标准农田运营服务 委托第三方对高标准农田进行运营服务。

A1210 主要农产品生产社会化服务
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
和畜禽粪污资源综合利用服务。

A1211
农业（行业）运行监测和预
警分析服务

农业（行业）运行监测和预警分析服务。

A1212
农村公益性工程和项目管护
及运营服务

农村公益性工程和项目管护及运营服务。

A1213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
水库（闸）工程、河道工程、农田灌排工
程、水文设施、山洪灾害防御设施设备维修
养护。

A1214
蓄滞洪区、黄河滩区运用补
偿技术服务

蓄滞洪区、黄河滩区运用补偿技术服务。

A1215 防汛抗旱物资代储服务 防汛抗旱物资代储服务。

A13 交通运输

A1301 水路运输保障服务 水路交通运输服务。

A1302 交通运输社会监督服务 公路桥梁隧道定期社会检查监督服务。

A1303 轨道交通应急演练服务 应急演练的组织实施。

A1304 铁路工程质量监督服务
路地联合审批省方主导建设铁路、省审批
（核准、备案）铁路工程质量监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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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A1305 低空飞行服务保障
通用航空飞行的空中交通服务，包括飞行计
划、航空情报、航空飞行、飞行监视、告警
救援和飞行中服务。

A14 灾害防治

A1401 森林防火与火灾救援 森林防火与火灾救援。

A1402 林业农业有害生物防治 林业农业有害生物防治。

A1403 气象灾害防御 气象灾害防御。

A1404
救灾物资代储和紧急供货服
务

救灾物资代储和紧急供货服务。

A15
安全生产及应

急管理

A1501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服务
安全生产事故、紧急突发事件等的应急救援
服务。

A1502 消防安全服务
消防安全宣传、培训等服务，市政消火栓、
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等的公共消防设施维
护管理服务。

A1503 航空救援服务 救援航空器运行保障等服务。

A16
公共信息与

宣传

A1601 公共信息服务 公共信息传播服务。

A16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公共公益政策法规宣传辅助服务。

A1603 公共公益展览服务 展览活动组展设计与实施。

A1604
公共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服
务

公共信息管理辅助服务。

A17 行业管理服务

A1701 重大规划编制与政策研究
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的重大规划编制和行业
发展重大战略、政策、课题研究服务。

A1702 行业调查服务
委托社会力量开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
查、社会满意度调查、社会诚信度调查、经
营状况调查等。

A1703 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各类行业统计数据采集、分析，指标研究等
服务。

A1704
行业职业资格和水平测试管
理

各类行业从业资格标准和政策研究，资格评
审辅助服务。

A1705 行业规范研究与编制
委托第三方开展的行业规范研究与编制服
务。

A1706
行业地方标准和定额研究、
编制及修订辅助性服务

委托第三方开展的各类行业地方标准和定额
制（修）订、标准跟踪评价等服务。

A1707
行业投诉和政策咨询受理服
务

政府设立的行业政策咨询、投诉举报热线、
网站平台的维护和受理服务。

A1708 政务服务帮办咨询服务 各级政务大厅服务帮办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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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A1709 营商环境监测服务
将营商环境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归集，对企业
关注的重点、难点进行数据的挖掘，实现省
市县营商环境实时监测。

A18
技术性公共

服务

A1801 技术评审鉴定评估

企业安全生产、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旅游、食品医疗器械、农产品、
能源等行业、领域的技术评审鉴定评估服务
。

A1802 检验检疫检测及认证服务
农田水利、市政工程、建筑节能、特种设备
等检验检测服务。

A1803 监测服务
自然环境、社会管理、经济运行等各领域的
监测服务。

A1804 气象服务 行政区域气象定位等服务。

A1805 投资咨询评估
委托第三方开展的投资审批、投资管理中期
评估和后评价等咨询评估服务。

A19 其他公共服务

A1901 省内外合作与交流服务 省内外会议、展览等交流活动辅助服务。

A1902 农村金融发展服务 农村金融融资辅助性服务。

B
政府履职

辅助性服务

B01 后勤服务

B0101 印刷服务 印刷服务。

B0102 物业服务
办公场所保洁、绿化、设备设施维护和秩序
维护等物业服务。

B0103 餐饮服务 餐饮服务。

B0104 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B02 法律服务

B0201 法律顾问服务
为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等
服务。

B0202 法律咨询服务
参与重大项目洽谈、对外招标等事务以及重
要法律文书、合同、协议的起草、论证、审
核及修改等服务。

B0203
法律诉讼及其他争端解决服
务

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接待信访
、矛盾调处、涉法案件化解、突发事件处置
等法律事务服务。

B03
其他辅助性

服务

B0301 对外交流翻译服务 对外交流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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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2项）

二级目录
（34项）

三级目录
（232项）

说        明

B0302 档案整理服务
数据库备份、档案寄存、档案数字化转换、
数据备份介质寄存等。

B0303 外事服务 对外交流外事服务。

B0304 绩效评价服务 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

B0305 审计服务 内部审计相关工作、财务审计服务。

B0306 评审服务
重大规划、专题研究以及重大项目预可行性
研究、初步设计及概算、资金申请等评审论
证服务。

B0307 评估和评价服务
重大政策、规划、项目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
等评估和评价服务。

B0308 课题研究服务 重大课题的第三方研究服务。

B0309 会务服务
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会议、论坛、展
会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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