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 州 市 财 政 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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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财资源 〔2020〕 10号

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印发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性日录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根据财政部政府

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实行分级管理、分部门编制的要求,郑州市

财政局、郑州市交通运输局编制了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政府购买

服务指导性目录》,现印发执行。

自本目录印发之日起,《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 州市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的 通知》(郑财预 〔2015)1030号 )

不再适用于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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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



附件: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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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10日 印发



附件 :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代码 一级 目录 二级 目录 三级 目录 说明

030A 基本公共服务

030A01 教育

030A010

1

交通运输人才培训
委托有资质第三方对行业专业人

才培训 .

030'`22 交通运输

030A220
1

公共交通服务

委托有资质第三方进行地铁、公交

(含水上公交 )、 出租车及公共自

行车等公共交通服务 .

030A220
2

交通基础设施维护与管理

委托有资质第三方进行公路水路

养护工程管理,包括规划、项目前

期、提升改造及养护方案设计、应

急抢险、航道专项养护、航道经常

性养护、水面保洁等。

030A220

3
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安全服务

委托第三方对公路水路交通运输

安全培训、宣传、监测等

030A220

4

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智能

化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委托第三方对交通运输电子设备、

通信设各、工程设施、环卫设施设

备等维修保养、通信线路维护,系

统运行服务。

030B
社会管理性服

务

030B01 公共公益宣传

030B010

1

重大交通运输政策公益性宣

传

委托第三方提供重大交通运输政

策公益性宣传服务.

030 图书、期刊、报纸等出版服务

030 广告和宣传服务
政策公告、政策法规宣传、公益宣

传。

030C
行业管理与协

调性服务

030C01

行业职业资格

和水平测试管

理

030C010

1

资质评定服务

委托第三方对相关行业资质和从

业人员资格、职称的评定、考核、

审查、评审、评价等服务。

030C02 行业规范

030C020 行业规范研究、评估服务 委托第三方进行行业规范研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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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C03 行业投诉处理

030C030

1

行业投诉举报热线、网站平

台的维护和申诉受理服务

030C030

2
行业性矛盾纠纷调解服务

030C04

030C040

1

030C040

2
专项性规划研究 、评估服务

030C05

030C050

1

行业统计指标研究、制订等

辅助性工作

030D

030I)01
技术评审鉴定

评估

030D010

1

专业技术评估鉴定服务

030D02
检验检疫检测

服务

030D020

1

030D03 监测服务

030I)030

1

监测服务

030D04
()301)040 测试月艮务

估服务。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政府投诉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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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采贬、消费者、rt品质量 ),

托专业机构提供辅助行业性专

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的化解

盾纠纷服务 .

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进行

通运输工程研究服务、环境科学

术研究服务等,以及其他专项性

划研究服务。

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交通

输行业统计指标研究、制订等辅

性工作。

建

学

资

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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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各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进行

济运行监测、能源利用监测、安

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进行

产评估、工程造价咨询评估、环

影响评估、节能评估、防雷技术

估、安全评估、安全生产评审、

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土木

筑工程、水利、食品、药品、化

、环境、气象、机械、机器等行

开展的检验检测和质量评定等

务。陡

全生产 H≈测、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

督检测、监测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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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布局等总体规划研究服|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行业
|

|务           |布 局等虍体规划研究服务.   |



测试和分析服务。

030I)040

2
测量测绘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工程

建设勘测、设计、施工和管理阶段

进行的测量、测绘等服务。

030E
政府履职所需

辅助性服务

030E01 法律服务

030EO101 政府法律服务
法律顾问、法律代理服务、法律监

督、证明。

030E02
课题研究和社

会调查

030E0201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重大

规划编制、重大战略和政策研究、

重大课题研究、政策 (立法 )调研

草拟论证、综合性规划编制、重要

编制研制和标准体系编制。

03()E0202 社会调查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经济

社会发展中交通行业情况调查、统

计调查、社情民意调查、土地调查、

满意度调查、交运市场调查、民意

测验、城乡居民出行调查、编制相

应报告。

030E03
财务会计审计

服务

030E0301 会计和税务等辅助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辅助

进行财务报表编制服务、记账服

务、财务监管、其他会计和税务服

务。

030E0302 审计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审计

聘请社会审计组织人员及技术专

家开展政府投资审计、信息化审

计、财务审计、专项审计等服务 ,

重大事项第三方审核、审计服务。

030E04 会议和展览

030E0401
经贸活动、展览活动相关服

务

委托第三方政府组织的活动必需

的展台搭建、展位制作、展品装裱、

人员接送等服务。

030E.0402
会议、研讨交流活动相关服

务

政府定点会议、研讨交流等活动的

相关服务。

030E05 项目评审评估

030E0501 专家评审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专家团队公

共项 目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等

专家评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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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E0502
重大事项第三方评审评估服

务

030E06 绩效评价

030E0601 绩效评价服务

030E0602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政府

采购合质履约验收服务 .

030E07 咨 询

030E0701 社会管理咨询服务

行委托吴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政

咨询、司法咨询、制定规范性文件

咨询、其他政府咨询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开展

履职所需业务培训。

030E08 技术业务培训

030E0801

030E09
机关信息系统

建设与维护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基础

软件、支撑软件包件、应用软件、

嵌入式软件等开发。

030E0901 软件开发

030E0902 软件、硬件、平台运行维护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基础

环境、硬件、软件、安全等运维。

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租赁。通

讯线路租用、线路管道、基站设施

租用 .

030E.0903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通过

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和计算机

网络技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功

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关联的,统一

协调的系统之中的服务。

030E()904 信息工程监理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对大

型系统开发、架构、设置的有效性、

安全性等方面开展的监理服务。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数据

采集、处理、加工、分析、迁移等

服务。

030E0905

030【:.0906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委托具各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包括

数据库总体架构、网络拓扑与平台

部署技大、软件开发技术设计等 ,

为信息系统开发、部署和安全防护

●
‘

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社会

理、公共服务、重大民生项目执

情况和实施效果等项 目评估服

,其他
^量

大事项第三方评审评估

务。

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政策

施、资金使用、政府行政效能等

效评价辅助性工作。

·
灾

6



·~      ~       1 |   ~   △.

030E0907 古 爷 li·i-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数据

库备份、档案寄存、档案数字化转

换 ,

030E10 |l i llllit_

办公设备维修保养服务

电话机、传真机、复印机等维修保

养。各类交通运输、基建等专用设

备租赁服务。

030E1002

设备运行、闸窗保养维护、保洁、

绿化养护、后勤保障托管.空调、

电梯维修保养。

030E1003 安全服务 保安服务。

030E1004 公文、票据、资料印刷服务。

餐饮刊k务
.., .△~i .i
,、 l、 · IⅡ广·

030E1006 其 他
乘用车、船舶等租赁.车辆船舶保

险等服务。车辆保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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