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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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性学生竞赛、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Ａ０１０７ 其他政府委托的教育服务

Ａ０２ 劳动就业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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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就业援助 “一对一”帮扶、

就业服务专题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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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培训项目第三方监督、技能培训项目第

三方考评验收

Ａ０２０８
创业型城市、街道 （乡镇）、社区创建第三

方评估

Ａ０２０９ 劳动力资源调查和统计

Ａ０２１０ 全省统一的公益性就业（社保）电话咨询服务

Ａ０２１１ 其他政府委托的公共就业服务

—０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Ａ０３ 人才服务类

Ａ０３０１ 政府委托的人才信息收集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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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公共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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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社会保险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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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办救助机构监管的辅助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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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社会救助服务

Ａ０６ 社会福利类

Ａ０６０１ 社会福利政策研究、规划、咨询及宣传服务

—１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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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０６０７ 婚姻登记业务咨询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Ａ０６０８ 为社区居民提供公益便民利民社区服务

Ａ０６０９ 其他政府委托的社会福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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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基本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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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优抚安置服务

Ａ０９ 基本医疗卫生类

—２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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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组织的群众健康检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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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０９１２ 食品安全标准规划、研究咨询及宣传

Ａ０９１３ 其他政府委托的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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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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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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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Ａ１１０６ 其他政府委托的住房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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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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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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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体育类服务

Ａ１４ 基本公共安全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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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Ａ１４０７ 其他政府委托的基本公共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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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专职干事 （委员）公益岗位

Ａ１５０３ 残疾人康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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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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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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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交通运输服务

Ａ１８ 服务三农类

Ａ１８０１ 三农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５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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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服务三农事项

Ａ１９ 其他 其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Ｂ 社会管理服务事项 Ｂ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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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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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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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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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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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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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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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社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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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法律援助服务

Ｂ０６ 慈善救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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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



代码／

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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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慈善救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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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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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人民调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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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社区矫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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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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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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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安置帮教事项

Ｂ１１ 公共公益宣传类

Ｂ１１０１ 政策法规宣传等辅助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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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宣传服务

Ｂ１２ 其他 其他政府社会管理事务服务事项

Ｃ 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 Ｃ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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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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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行业投诉处理服务

Ｃ０３ 其他 其他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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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技术服务事项 Ｄ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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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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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科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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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行业规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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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行业规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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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行业调查服务

Ｄ０５ 行业统计分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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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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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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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资产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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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０７０６ 其他政府委托的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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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监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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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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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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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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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课题研究服务

Ｅ０３
政策 （立法）调

研、草拟、论证类

Ｅ０３０１
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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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０３０５ 其他政府委托的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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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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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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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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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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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绩效评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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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公共工程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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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评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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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６类） （５７款） （３１６项）

Ｅ１０ 咨询类

Ｅ１００１ 立法咨询

Ｅ１００２ 司法咨询

Ｅ１００３ 行政咨询

Ｅ１００４ 其他政府委托的咨询服务

Ｅ１１ 技术业务培训类

Ｅ１１０１ 政府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服务

Ｅ１１０２ 其他政府委托的技术业务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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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政府委托的审计服务

Ｅ１３ 其他 政府履职所需其他辅助性服务

Ｆ 其他事项
其他政府向社会购

买公共服务事项
其他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事项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济南军区，省军区。

各民主党派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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