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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财政厅文件
晋财综〔2022〕67 号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第三批）的通知

各市财政局，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委、办、厅、局，省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机关，省高法院，省检察院，

有关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

录及编制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工作的通知》（晋财综

〔2021〕34 号）规定，结合省直部门修改和增设意见，我们对《山

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一批）和《山西省部门政

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二批）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了修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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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定了《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三批）(详

见附件)，现一并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对《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一批）“政

法委员会”部门目录进行调整。取消“A010101 铁路护路联防服

务”。

二、对《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二批）“生

态环境”部门目录进行调整。将“A060101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

护红线调查与检测服务”修改为“A060101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

护红线调查与监测服务”；将“A170302 挥发性有机物手工监测服

务”修改为“A170302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服务”。

三、对《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一批）“水

利”部门目录进行调整。将“A160301 水利相关信息统计与分析

服务”修改为“A160301 水利相关信息统计报告与分析服务”。

四、对《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二批）“农

业农村”部门目录进行调整。将“A120603 畜禽种质遗传资源保

护及开发利用服务”修改为“A120603 农作物、畜禽、水产、农

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服务”；将“A120801 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认证追溯服务”修改为“A120801 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合格证推广及追溯服务”。

五、对《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一批）“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目录进行调整。取消“A170102 品牌价值评审

鉴定评估服务”；将“A170205 检验机构能力验证服务”修改为

“A170205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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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一批）“体

育”部门目录进行调整。将“A090106 高水平竞技体育参审服务”

修改为“A090106 高水平竞技体育参赛服务”。

附件：《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三批）

山西省财政厅

2022 年 10 月 21 日

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0月 24日印发



附件：

山西省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第三批）

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政法委员会

A 公共服务

A01 公共安全服务

A0101
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服务

A010101 社区禁毒服务

A10 社区治理服务

A1001 城乡社区治理服务

A100101 网格化管理服务

A100102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

A1005 志愿服务活动管理服务

A100501
平安建设志愿活动管理
服务

A100502
心里咨询志愿活动管理
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A150201 政法综治宣传服务

A1504
公共信息系统开发与维
护服务

A150401
雪亮工程开发与维护服
务

A18 其他公共服务

A1805 舆情监控服务

A180501 政法舆情监控引导服务

军民融合办



A 公共服务

A01 公共安全服务

A0103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服务

A010301
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服务

A010302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服务

A0104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服务

A010401
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服务

A010402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服务

A07 科技公共服务

A0701 科技研发与推广服务

A070101
民用爆炸物品科技研发
与推广服务

A0702
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服
务

A070201
民用爆炸物品科技成果
转化与推广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1 行业规划服务

A160101 军民融合发展规划服务

A160102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发展
规划服务

A1603 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A160301
民用爆炸物品统计分析
服务

A1608 行业咨询服务

A160801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咨询
服务

A1609 行业人才培养服务

A160901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人才
培养服务

老干部

A 公共服务



A05 卫生健康公共服务

A0503 应急救助服务

A050301
老干部活动场所应急救
助服务

公安

A 公共服务

A01 公共安全服务

A0101
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服务

A010101 飞机航测铲毒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A150201
反邪教、反电信诈骗、
禁毒教育宣传服务

A18 其他公共服务

A1805 舆情监控服务

A180501
                      
公安舆情监控服务

民政

A 公共服务

A04 社会保障服务

A0401 儿童福利服务

A040105 未成年人保护服务

A040106 农村留守儿童家访服务

A040107
政府养育儿童特殊教育
服务

A0402 基本养老服务

A040205
特殊困难老年人定期探
访服务

A0403 社会救助服务

A040304
低保、特困人员照料护
理服务



A0404 扶贫济困服务

A040403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A10 社会治理服务

A1003 社会工作服务

A100314
全省儿童福利机构从业
人员培训服务

A100315
全省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主任培训服务

A100316 殡葬从业人员培训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A150208 移风易俗宣传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1 行业规划服务

A160104 殡葬事业发展规划服务

A18 其他公共服务

A1804 区域地名管理服务

A180405 行政区划研究论证服务

财政

A 公共服务

A03 就业公共服务

A0303 创业指导服务

A030301
中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
务

A04 社会保障服务

A0402 基本养老服务

A040201 社保基金管理服务

生态环境



A 公共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A150206 核安全文化宣传服务

A1502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
讲宣传服务

A150208
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宣
传服务

A150209 三晋生态文化宣传服务

A1503 公共公益展览服务

A15030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
践成果展览服务

A150303 生态文化主题展览服务

A150304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展览
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1 行业规划服务

A160105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服
务

A160106
放射性污染防治规划服
务

A160107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规划
服务

A1606 行业标准制修订服务

A160605
放射性污染物防治标准
治修订服务

A1608 行业咨询服务

A160802
生态损害赔偿技术咨询
服务

A160803
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研究
咨询服务

A17 技术性公共服务

A1701 技术评审鉴定评估服务

A170103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
地生态保护成效评估服

A170104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
成效监督评估服务



A170105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技
术评审服务

A170106
碳排放数据核查评估服
务

A1703 监测服务

A170311
大气污染走航巡查监测
服务

A170312
交通和工业园区污染监
测服务

A170313 声环境监测服务

水利

A 公共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1 行业规划服务

A160106
河长制“一河一策”“
一河一档”修订编制服

A1602 行业调查与处置服务

A160208
县域配套工程优化调研
服务（中部引黄县域配

A160209
山西水网建设效益评价
调查服务

A160210
BIM技术和数字孪生技
术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

A160211 水源地调查服务

A17 技术性公共服务

A1701 技术评审鉴定评估服务

A170119
水资源和水安全管理保
障技术评估服务

A170120
地下水综合治理项目评
估服务

A170121
河长制“一河一策”“
一河一档”修订编制、

A170122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
工作技术评估服务

A170123 河湖健康评估服务

A1703 监测服务

A170308 水质量监测服务



农业农村

A 公共服务

A12
农业、林业和水利公共
服务

A1201
农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服务

A120104 农村创业创新培育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3 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A160305
渔业经济运行统计分析
服务

A160306
农产品加工统计分析服
务

A160307 农田数据统计分析服务

A17 技术性公共服务

A1703 监测服务

A170301 农垦行业监测服务

卫生健康

A 公共服务

A05 卫生健康公共服务

A0503 应急救治服务

A05030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救治保障服务

A050302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
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A150201 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4
行业职业资格准入和水
平评价管理服务

A160401
卫生健康行业从业人员
考试服务



A1605 行业规范服务

A160501
卫生健康行业质量管理
服务

A1606 行业标准制修订服务

A160601
卫生健康行业地方标准
制定服务

A1608 行业咨询服务

A160801
卫生健康行业专业咨询
服务

A1609 行业人才培养服务

A160901
卫生健康行业人才培养
培训服务

市场监督管理

A 公共服务

A01 公共安全服务

A0104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服务

A010402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4
行业职业资格准入和水
平评价管理服务

A16040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
服务

A1606 行业标准制修订服务

A160606
标准备案与公开技术服
务

A17 技术性服务

A1701 技术评审鉴定评估服务

A170108
公平竞争审查鉴定评估
服务

A170109 食品安全评审评估服务

A170110 专利奖评审服务

A170111 知识产权评审鉴定服务

A170112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
评审服务



A1703 监测服务

A170306
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监测
服务

A170307 市场监管舆情监测服务

体育

A 公共服务

A09 体育公共服务

A0902 体育场馆服务

A090204 体育场馆运行保障服务

乡村振兴

A 公共服务

A03 就业公共服务

A0301 就业指导服务

A030101
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指
导服务

A030102
易地搬迁群众就业指导
服务

A0302 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A030201
农村致富带头人职业技
能培训服务

A0303 创业指导服务

A030301
农村低收入人口创业指
导服务

A030302
易地搬迁群众创业指导
服务

A04 社会保障服务

A0404 扶贫济困服务

A040401
农村低收入人口扶贫济
困项目组织与实施服务

A040402
易地搬迁群众扶贫济困
项目组织与实施服务

A04040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发展服务

A04040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服务



A06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服
务

A0607 农业农村环境治理服务

A060701 农村“六乱”治理服务

A06070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服务

A060703 “厕所革命”服务

A060704
易地搬迁安置区环境治
理服务

A10 社会治理服务

A1001 城乡社区治理服务

A100101 乡村治理服务

A100102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区社区治理服务

A1002
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服
务

A100201
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与管
理服务

A100202
易地搬迁安置区基层组
织建设与管理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A15020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专题宣传服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1 行业规划服务

A160101 乡村振兴规划服务

A16010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

A1602 行业调查与处置服务

A160201
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调查服务

A160202
防止返贫突发事件的调
查与处置服务

A1603 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A160301
乡村振兴数据统计分析
服务



A160302
防止返贫数据统计分析
服务

A1606 行业标准制修订服务

A160601
乡村振兴标准体系建设
服务

A1608 行业咨询服务

A060801 农业技术咨询服务

A1609 行业人才培养服务

A160901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服务

A17 技术性公共服务

A1703 监测服务

A170301 防止返贫监测服务

A18 其他公共服务

A1803 展览服务

A18030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项目展览服

A1807 政务热线服务

A180701
12317投诉举报热线服
务

林业和草原

A 公共服务

A12
农业、林业和水利公共
服务

A1210 森林经营与管理服务

A121004 林草保险综合服务

戒毒管理

A 公共服务

A03 就业公共服务

A0301 就业指导服务

A030101 戒毒人员就业指导服务



A05 卫生健康公共服务

A0501 传染病防控服务

A050101
戒毒人员传染病筛查服
务

A0505 特殊群体卫生健康服务

A050501 戒毒人员心理咨询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3 公共公益展览服务

A150301 戒毒警示教育展览服务

共青团

A 公共服务

A02 教育公共服务

A0209 青少年教育服务

A020920
青少年模拟法庭赛事服
务

A10 社会治理服务

A1005 志愿服务活动管理服务

A100504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赛事
服务

A100505 志愿服务交流活动服务

A100506
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管理
和服务

A15 公共信息与宣传服务

A1504
公共信息系统开发与维
护服务

A150402
团干部培训线上平台开
发与维护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