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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CR-2018-0020003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枣政办发〔2018〕9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各大企业：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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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我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务工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和效率，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办法的通知》（鲁政办发〔2013〕35号）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以下简称政

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职能部门或企

事业单位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

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承

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供给

方式。 

第三条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预算收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组织实施。 

第四条 各部门应当按照上级有关要求，进一步放开公共服

务市场准入，改革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调动社会资源，构建多方参与、形式多样的政府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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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格局。 

第五条 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市场优先原则。坚持与事业单位改革相衔接，推进政

事分开、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

给社会力量承担，有效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

等问题，加快形成公共服务提供新机制。 

（二）积极稳妥原则。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公共服务

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理界定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

项目，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 

（三）公开透明原则。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承接政府购

买服务的社会力量，建立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购买主体应

当及时向社会公开购买服务的项目及内容，确保政府购买服务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 

（四）注重绩效原则。强化绩效理念，坚持精打细算，明确

权利义务，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升政府购买服务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章 政府购买服务主体和承接主体 

 

第六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以下简称购买主体）是指各

级政府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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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其公共服务也可根据实际需

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 

第七条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以下简称承接主体），包

括在民政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

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承接主

体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备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的

能力； 

（三）具有健全的内部治理机构、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 

（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竞争前 3 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

为，通过年检、资质审查合格，社会信誉和商业信誉良好，获得

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资格； 

（六）符合登记管理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 

 

第八条 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为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

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

家安全、保密事项以及司法审判、行政行为等不适合向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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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以及不属于政府职能的服务项目外，下列事项可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交由社会力量承担。 

（一）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基本公共教育、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人才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基本养老服

务、优抚安置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基本

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基本公共安全服务、残疾人基

本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服务三农等领域，适宜由社

会力量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二）社会管理服务事项。区划地名管理、社会组织管理、

社区事务、社工服务、法律援助、慈善救济、公益服务、人民调

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公共公益宣传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

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三）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行业职业资格认定、处理行业

投诉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四）技术服务事项。科研、行业规划、行业规范、行业调

查、行业统计分析、资产评估、检验检疫检测、监测服务等领域，

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五）政府履职所需的辅助性事项。法律服务、课题研究、

政策调研草拟论证、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服务、监督、评估、绩

效评价、工程服务、项目评审、咨询、技术业务培训、审计服务

等领域，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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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第九条 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政府转变职能要求、政府中心工作及财力水平等因素，按照

积极稳妥的原则和本办法规定的购买服务范围，及时调整政府购

买服务指导目录，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逐步纳入目录中。 

 

第四章 购买程序与方式 

 

第十条 购买主体应根据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结合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以及年度预算安排、本单位工作实际等因素，

编制年度购买服务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政府审批。 

第十一条 政府购买服务原则上按照部门预算、基金预算、

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采购的程序方式组织实施。 

（一）对已列入年度预算的事项，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购

买主体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通过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

实施；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采用委托、承包、

公私合作（PPP）等方式，选择承接主体； 

（二）对经市委、市政府决策的临时事项，可采取先确定承

接主体，再根据购买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确定预算额度的方式组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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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通过以上相应方式确定承接主体后，购买主体应

及时签订购买服务合同，明确购买服务的范围、标的、数量、质

量要求以及服务期限、资金支付方式、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

容，严禁转包行为。购买主体应将合同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五章 资金管理与支付 

 

第十三条 根据现行财政财务管理制度，购买主体购买服务

所需资金从其部门预算资金或专项资金中统筹解决。对经市委、

市政府决策的临时事项，按照财政预算管理规定，专项研究确定

购买服务资金规模和来源。 

第十四条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支付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对已列入年度预算的事项，由各购买主体按政府采购

资金支付程序进行支付，或由各购买主体依据购买服务合同，直

接支付给承接主体，从年度预算安排的资金中列支。 

（二）对经市委、市政府决策的临时事项，购买主体应在项

目实施前，按照市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财政部门提

出申请，确定资金来源和数额，按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程序直接支

付。 

 

第六章 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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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共同监

督”的要求，建立“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牵头，职能部门履

职，民政、工商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监督部门保障”的

工作机制，规范有序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一）财政部门牵头负责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监督、

指导各类购买主体依法开展购买服务工作，做好政府购买服务的

资金管理、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 

（二）机构编制部门负责制订政府转移职能目录，明确政府

职能转移事项； 

（三）购买主体负责购买服务的具体组织实施，对承接主体

提供的服务进行跟踪监督，在项目完成后组织考核评估和验收，

并按财政部门要求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四）民政、工商管理以及行业主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行为纳入年检、年度报告、评估、执法等监

管体系。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负责核实社会组织的资质及相关

条件，向购买主体提供社会组织名录； 

（五）审计部门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审计。 

第十六条 购买主体应向社会公开购买服务项目的服务标

准、购买预算、评价方法和服务要求等内容，接受财政、审计等



 —９— 

部门的监督及社会监督。 

第十七条 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范围包括购买主体购买服

务的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以及承接主体服务绩效两个方面。评价

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及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购买主体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财政、

审计等部门应加强对购买服务的监督，对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

予以处罚、处分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退出机制，对不能严格履行合

同或绩效评价不合格的承接主体，责令其进行限期整改，拒不整

改的，应按约定及时终止合同；对弄虚作假、冒领财政资金的承

接主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 3月

22日。 

 

附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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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试行）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6类） （57款） （316项） 

A 
基本公共 
服务事项 

A19 款 （142 项） 

A01   
基本公共 
教育类 

  

A0101     公共教育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A0102     公共教育资讯收集与统计分析 
A0103     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 
A0104     公共教育成果质量评估 
A0105     公共教育成果交流与推广 
A0106     全市性学生竞赛、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A0107     政府委托的其他教育服务 

A02   
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类 
  

A0201     
劳动就业规划、就业服务规划、创业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和政策研究、咨询及宣传服务 

A0202     
就业信息发布、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就业失业

登记、数字化就业社区建设 

A0203     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建设、运行和维护服务 
A0204     就业和失业信息的收集与统计分析 
A0205     农村劳动力转移辅助性工作 

A0206     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岗位提升培训、创业培训 

A0207     
就业创业资金支出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技能培

训项目监督、技能培训项目第三方考评验收 

A0208     
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型城市、镇街、

社区创建第三方评估 
A0209     劳动力资源调查 

A0210     全市统一的公益性就业（社保）电话咨询服务 

A0211     政府委托的其他公共就业服务 
A03   人才服务类   
A0301     政府委托的人才信息收集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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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6类） （57款） （316项） 

A0302     高层次人才引进配套服务 

A0303     政府举办的公益性人才交流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A0304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及公益性招聘活动 
A0305     高校毕业生档案托管服务辅助性管理工作 

A0306     
公益性网上人才服务信息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

及维护管理 
A0307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A0308     政府委托的其他公共人才服务 
A04   社会保险类   
A0401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 
A0402     社会保险稽核服务 
A0403     社会保险类法律事务服务 
A0404     社会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 
A0405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会保险类服务 
A05   社会救助类   
A0501     社会救助政策研究、规划、咨询、宣传服务 
A0502     社会救助对象的信息收集、核实 

A0503     
社会救助信息系统、自然灾害应急指挥系统建设

及维护 

A0504     
社会救助的组织与实施等辅助性工作（包括医疗

救助、心理咨询、群众转移安置、救助款物管理

等） 
A0505     政府救助对象的管理与服务 
A0506     政府组织的群众性应急救助培训 
A0507     政府开展的社会救助专业人才培训 
A0508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会救助服务 
A06   社会福利类   
A0601     社会福利政策研究、规划、咨询及宣传服务 
A0602     公办社会福利设施管理与维护服务 

A0603     
社会福利服务对象信息收集等辅助性动态管理

工作 
A0604     社会福利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 

A0605     
政府委托的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专业

资质岗位的职业培训 

A0606     
遗体运送、火化和绿色安葬等基本殡葬服务；殡

仪引导、为逝者亲属提供心理咨询和情感疏导辅

助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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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6类） （57款） （316项） 

A0607     婚姻登记业务咨询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A0608     志愿者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公益便民服务 
A0609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会福利服务 

A07   
基本养老 
服务类 

  

A0701     基本养老政策研究、规划、咨询及宣传服务 
A0702     公办养老设施管理与维护服务 

A0703     
基本养老信息收集、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等管理

工作 

A0704     
养老服务和服务机构评估、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评

估 
A0705     养老机构管理服务人员培训 
A0706     公益性养老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A0707     政府委托的其他基本养老服务 

A08   
优抚安置 
服务类 

  

A0801     优抚安置政策研究、规划、咨询及宣传服务 
A0802     残疾军人辅具改造服务 
A0803     优抚安置设施维护服务 
A0804     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A0805     优抚安置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 
A0806     政府委托的其他优抚安置服务 

A09   
基本医疗 
卫生类 

  

A0901     
基本医疗卫生规划、政策、法规、标准研究、咨

询、宣传服务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评估 

A0902     
政府组织的基本医疗卫生信息采集、发布辅助性

工作，及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作 
A0903     政府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A0904     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辅助性工作 
A0905     对灾害事故实施紧急医学救援的辅助性工作 
A0906     政府组织的重大疾病预防辅助性工作 
A0907     公共卫生状况的评估 
A0908     公共医疗卫生知识普及与推广 
A0909     公共医疗卫生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A0910     政府组织的公共医疗卫生交流合作 
A0911     公共医疗卫生成果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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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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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12     食品安全标准规划、研究咨询及宣传 
A0913     政府委托的其他医疗卫生服务 

A10   
人口和计划 
生育服务类 

  

A1001     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研究、影视宣传制作服务 

A1002     
为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免费提供计划生育、优生

优育技术服务、人口出生缺陷干预与预防服务 

A1003     
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

健康等科普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 
A1004     政府委托的其他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 

A11   
基本住房 
保障类 

  

A1101     保障性住房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A1102     
保障性住房对象资格信息采集与管理辅助性工

作 

A1103     
保障性住房信息（房源信息等）征集与发布等辅

助性服务 
A1104     保障性住房使用监督的辅助性工作 
A1105     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服务 
A1106     政府委托的其他住房保障服务 
A12   公共文化类   
A1201     公共文化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A1202     公共文化资讯收集与统计分析 

A1203     
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传

播 
A1204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服务 
A1205     政府举办的公益性文艺演出 
A1206     政府组织的公益性艺术品创作 
A1207     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合作与推广 
A1208     文物保护的辅助性工作 
A1209     政府组织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A1210     政府委托的其他文化服务 
A13   公共体育类   
A1301     公共体育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A1302     公共体育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服务 
A1303     公共体育资讯收集与统计分析 
A1304     公共体育运动竞赛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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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6类） （57款） （316项） 

A1305     政府组织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A1306     政府组织的体育职业技能再培训 
A1307     政府组织的国民体质测试及指导服务 
A1308     政府委托的其他体育类服务事项 

A14   
基本公共 
安全服务 

  

A1401     公共安全政策研究、宣传辅助服务 
A1402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辅助服务 
A1403     社会治安辅助服务 
A1404     交通安全辅助服务 
A1405     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和维护管理辅助服务 
A1406     校园安全辅助服务和校车服务 
A1407     政府委托的其他基本公共安全服务 

A15   
残疾人基本 
公共服务类 

  

A1501     
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政策研

究、宣传服务 
A1502     残疾人志愿者组织公益岗位 
A1503     残疾人康复和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料）服务 

A1504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及其项目的第三方评估 

A1505     
针对残疾人的职业心理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

导和职业适应评估 
A1506     公益性助残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A1507     残疾人信息收集、统计分析等辅助性工作 
A1508     政府委托的其他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A16   环境保护类   

A1601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A1602     政府组织的资源环境评估服务 
A1603     政府组织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教育、培训 

A1604     政府组织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考核、监督检查 

A1605     
政府委托的资源节约监测及公共环境监测设施

建设 
A1606     生态环境事故鉴定辅助性工作 
A1607     政府组织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科技成果推广 
A1608     政府委托的其他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服务 



 —１５—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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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   交通运输类   
A1701     交通运输规划和政策研究、咨询及宣传服务 
A1702     政府组织的交通运输人才培训 

A1703     政府委托的公共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维护与管理 

A1704     政府委托的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服务 
A1705     政府委托的其他交通运输服务 
A18   服务三农类   
A1801     三农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A1802     
农产品供需、价格信息收集、统计分析、咨询服

务 
A1803     政府委托的服务三农项目实施与管理 

A1804     
政府委托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与管理

服务 
A1805     政府组织的农民种养技能培训及指导 

A1806     
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管理的辅助

性工作 
A1807     农业突发公共事件的调查评估 
A1808     政府组织的三农灾害性救助辅助性工作 
A1809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A1810     
动物重大疫病和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与

防控辅助性工作 
A1811     政府委托的其他服务三农事项 
A19   其他 政府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A1901  公共气象服务 公共气象信息发布、定制区域气象服务等 

B 
社会管理 
服务事项 

B12 款 （67 项） 

B01  
区划地名 
管理类 

  

B0101     区划界线地名管理政策、规划研究及宣传服务 

B0102     地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维护管理 
B0103     行政区域界线界桩设置与管理维护 
B0104     政府委托的其他区划地名界线管理服务 

B02   
社会组织 
管理类 

 

B0201     
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政策研究、规划、咨询及宣传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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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2     社会组织发展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及档案管理 

B0203     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 
B0204     政府开展社会组织专业化人才培训 
B0205   社会组织孵化、评估 
B0206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 
B03   社区事务类   
B0301     社区管理服务政策研究、规划及宣传服务 

B0302     政府委托的社区调查、社区管理服务信息收集 

B0303     

政府委托的扶老助残、困难群体服务、未成年人

教育、外来人口管理、社区就业援助“一对一”

帮扶、心理疏导与慰藉等社区服务项目组织与实

施 
B0304     政府委托的社区人才培训 
B0305     政府委托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类 
B0306     退休人员社区管理和服务 

B0307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文体活动场所等公共设施的

管理与维护 
B0308     社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 
B0309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区服务 
B04   社工服务类   
B0401     社工服务规划和政策研究服务 
B0402     政府组织的社工人才的培养 
B0403     政府委托社工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 
B0404     社会工作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 
B0405     社工队伍监督管理的辅助性工作 
B0406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工服务 
B05   法律援助类   
B0501     法律援助规划及政策研究服务 
B0502     政府委托的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服务 
B0503     法律援助政策宣传与咨询 
B0504     法律援助工作信息化建设及维护 

B0505     
法律援助对象情况信息收集等辅助性动态管理

工作 
B0506     政府委托的法律援助人才的培训 
B0507     政府委托的其他法律援助服务 
B06   慈善救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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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01     慈善救济的引导政策研究服务 
B0602     慈善救济监管及服务 
B0603     政府委托的慈善救济组织与实施 
B0604     政府委托的慈善公益宣传 
B0605     捐助站辅助性服务工作 

B0606     
政府实施的慈善救济项目评估和对慈善组织评

估 
B0607     政府委托的其他慈善救济服务 
B07   公益服务类   
B0701     政府举办的公益服务的组织实施辅助性工作 
B0702     公益项目的策划和组织 
B0703     公益服务绩效评价 
B0704     政府委托的其他公益服务 
B08   人民调解类   
B0801     人民调解政策研究、咨询及宣传服务 
B0802     人民调解服务辅助性工作 
B0803     政府组织的人民调解队伍培训 
B0804     政府委托的其他人民调解服务 
B09   社区矫正类   
B0901     社区矫正政策研究、咨询及宣传服务 
B0902     政府设立的社区矫正中心的维护与管理服务 
B0903     政府委托的矫正项目实施与日常管理 
B0904     被矫正人员信息的收集等辅助性工作 
B0905     政府委托的矫正工作队伍的日常管理及培训 
B0906     社区矫正政策的宣传和咨询 
B0907     被矫正人员就业指导与推荐 

B0908     
政府委托的矫正人员开展社区服务工作的组织

与管理 
B0909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区矫正服务 
B10   安置帮教类   
B1001     安置帮教政策的宣传和咨询 
B1002     安置帮教队伍的建设与培训 

B1003     
政府委托的安置帮教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包括职

业技能、就业、心理咨询等指导） 
B1004     政府委托的其他安置帮教事项 

B11   
公共公益 
宣传类 

  

B1101     政策法规宣传等辅助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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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02     公共宣传、公益性宣传规划研究 

B1103     
政府举办的专题公益宣传活动的其他辅助性服

务 
B1104     政府宣传人才队伍的培训 
B1105     宣传效果评估 
B1106     政府委托的其他宣传服务 
B12   其他 政府的其他社会管理事务服务事项 

C 
行业管理与

协调事项 
C3 款 （11 项） 

C01   
行业、职业 
资格认定类 

  

C0101     行业从业资格标准和政策研究服务 
C0102     政府组织的行业信息收集与发布服务 
C0103     行业准入技术标准制定辅助性工作 
C0104     从业资格认定纠纷的技术服务及调解处理 
C0105     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核、行业准入条件审核 

C0106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资格认定和准入辅助性工

作 

C02   
处理行业 
投诉类 

  

C0201     行业管理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C0202     

政府设立的行业投诉举报热线、网站平台的维护

和申诉受理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民

营企业、政府采购、销售彩票、消费者、产品质

量） 

C0203     政府委托开展的行业投诉数据统计与分析服务 

C0204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投诉处理服务 
C03   其他 其他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 

D 
技术服务 
事项 

D9 款 （41 项） 

D01   科研类   
D0101     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D0102     
基础性科学技术研究、咨询、信息检索及成果转

化服务 
D0103     基础性科学人才再培训 
D0104     政府组织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 
D0105     科研能力管理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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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06     政府组织的科研资讯收集与统计分析 
D0107     科普知识的普及与推广 
D0108     政府委托的其他科研服务 

D02   行业规划类   

D0201     政府组织的行业布局等总体规划研究服务 
D0202     政府委托的专项性规划的研究 
D0203     政府委托的行业规划评估服务 
D0204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规划服务 
D03   行业规范类   
D0301     政府组织的行业规范研究服务 
D0302     政府开展的行业规范评估 
D0303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规范服务 
D04   行业调查类   
D0401     政府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 
D0402     政府组织的经营状况调查 
D0403     政府组织的社会诚信度调查 
D0404     政府组织的服务满意度调查 
D0405     政府组织的安全生产情况调查 
D0406     政府组织的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调查 
D0407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调查服务 

D05   
行业统计 
分析类 

  

D0501     行业统计指标研究、制订等辅助性工作 
D0502     政府组织的发展评估 
D0503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D06   资产评估类   

D0601     
政府因资产转让、拍卖和税费征缴而实施的资产

评估服务 
D0602     政府委托的其他资产评估服务 

D07   
检验/检疫/ 
检测类 

  

D0701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D0702     产品强制检验辅助性工作 
D0703     强制性卫生检疫辅助性工作 

D0704     区域性防范疫情开展的动植物检疫辅助性工作 

D0705     强制性动植物检疫辅助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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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06     政府委托的其他检验、检疫、检测服务 
D08   监测服务类   
D0801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评估工作 
D0802     自然环境监测辅助服务 
D0803     社会管理监测辅助服务 
D0804     经济运行监测辅助性工作 
D0805     公共医疗卫生监测 
D0806     社会发展监测 
D0807     政府委托的其他监测服务 
D09   其他 其他技术服务事项 

E 
政府履职 
所需辅助性

事项 
E13 款 （54 项） 

E01   法律服务类   
E0101     行政诉讼代理应诉法律服务 
E0102     政府法律顾问服务 
E0103     政府法律咨询服务 
E0104     政府非诉讼法律代理服务（含文书和证明） 
E0105     行政调解辅助性工作 
E0106     司法救助辅助性工作 
E0107     政府委托的其他法律服务 
E02   课题研究类   

E0201     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通用课题研究 

E0202     
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

面的专项性课题研究 
E0203     政府委托的其他课题研究服务 

E03   
政策（立法） 
调研、草拟、 

论证类 
  

E0301     
权力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的辅助

性工作 

E0302     
行政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的辅助

性工作 

E0303     
司法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的辅助

性工作 

E0304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的辅

助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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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05     政府委托的其他调研、草拟、论证工作 

E04   
会议、经贸 
活动和展览 
服务类 

  

E0401     会场布置、人员接送等辅助性工作及服务 

E0402     
经贸活动、展览活动的组织、策划等辅助性工作

及服务 
E0403     展览活动组展设计和实施 
E0404     经贸活动项目对接、汇总和跟踪服务 
E0405     其他政府委托的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服务 
E05   监督类   
E0501     人大监督的政策性技术性监督辅助工作 
E0502     行政监督的政策性技术性监督辅助工作 
E0503     司法监督的政策性技术性监督辅助工作 

E0504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监督的政策性技术性监督辅

助工作 
E0505     重大事项的第三方监督 
E0506     政府委托的其他政策性技术性监督辅助工作 
E06   评估类   

E0601     行政政策的决策风险、实施效果等政策评估服务 

E0602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重大民生项目执行情况和

实施效果等项目评估服务 

E0603     
自然灾害及重大社会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影响

评估服务 
E0604     政府委托的其他评估服务 
E07   绩效评价类   
E0701     政策实施绩效评价辅助性工作 
E0702     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辅助性工作 
E0703     政府行政效能绩效评价辅助性工作 
E0704     政府委托的其他绩效评价服务 
E08   工程服务类   
E0801     公共工程规划 
E0802     公共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草拟辅助性工作 
E0803     公共工程安全监管辅助性工作 
E0804     公共工程的概（预）、结（决）算审核工作 
E0805     公共工程评价 
E0806     政府委托的其他公共工程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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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6类） （57款） （316项） 

E09   项目评审类   

E0901     
公共项目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等专家评审服

务 
E0902     政府资金申报的专家评审服务 
E0903     政府设立奖项的专家评审服务 
E0904     重大事项第三方评审服务 
E0905     政府委托的其他评审服务 
E10   咨询类   
E1001     司法咨询 
E1002     行政咨询 
E1003     政府委托的其他咨询服务 

E11   
技术业务 
培训类 

  

E1101     政府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服务 
E1102     政府委托的其他技术业务培训服务 
E12   审计服务类   
E1201     因审计力量不足聘请审计人员服务 
E1202     重大事项第三方审计服务 
E1203     政府委托的其他审计服务 
E13   其他 政府履职所需其他辅助性服务 

F 其他事项 
政府向社会购买的

其他公共服务事项 
政府向社会购买的其他公共服务事项  

注：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根据省级购买服务目录和我市部门工作实践需要每两

年更新一次，自2018年起每年5月份在市政府网站进行发布。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枣庄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