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 明 市 财

文件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昆财行 匚⒛ 18〕 113号

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发布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

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公告

根据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

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财综 匚9016)焖 号 )和 《昆明市财政局关

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管理工作的通知》(昆财综

匚⒛16〕 “ 号 )要求,市财政局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编

制了《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现予

以公告。对列入指导性目录的事项将逐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不

断提高政府购买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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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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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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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A 基本公共服务

314A01 公共安全

314A0101 公共安全政策研究、宣传辅助服务

314B 社会管理性服务

314B01 公共公益宣传

314B0101 政策法规宣传等辅助性工作

314B0102
专题公益宣传活动的其他辅助性

服务

314B0103 价格政策、民生价格等宣传和公布

314C 行业管理与

协调服务

314C01 行业规范

314C0101 行业规范研究服务

314C0102 行业规范评估辅助性工作

314C02 行业规划

314C0201 行业布局等
`总
体规划研究服务

314C0202 专项性规划的研究

314C0203 行业规划评估服务

314C03 行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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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C0301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

314C0302 经营状况调查

314C0303 社会诚信度调查

314C0304 服务满意度调查

314C04 行业统计分析

314C0401 行业统计指标研究、制订等辅助性

工作

314C0402 行业发展评估

314C05 行业咨询

314C0501 行业发展与管理政策及重大事项

决策咨询等技术性工作

314D 技术性服务

314D01 科研和技术推

广

314D0101 政府组织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

314D0102 科普知识的普及与推广

314D02 监测服务

314D0201 经济运行监测辅助性工作

314E 政府履职所需

辅助性服务

314E01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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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E0101 政府法律顾问服务

314E02 课题研究

314E0201 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课

题研究

314E0202 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保、

文化、节能等方面专项课题研究

314E03 政策 (立法 )调

研草拟论证

314E0301 行政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

论证等辅助性工作

314E04 战略和政策研

究

314E0401 行政机关的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辅

助性工作

314E05 规划编制

314E0501 综合性规划编制的辅助性工作

314E0502 专项性规划编制的辅助性工作

314E06 工程服务

314E0601 公共工程规划

314E0602 公共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辅助性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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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E07 项目评审

314E0701 公共项目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

等评审服务

314E0702 节能审查评审服务

314E0703 重大事项第三方评审服务

314E08 绩效评价

314E0801 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314E0802 资金使用绩效评价

314E0803 政府行政效能绩效评价

314E09 财务会计审计

服务

314E0901 财务会计审计服务

314E10 技术业务培训

314E1001 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服务

314E11 业务宣传

314E1101 宣传影视及印刷品的策划和设计

制作

314E12 会议经贸招商

活动和展览服

务

314E1201 会场布置等辅助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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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E1202 经贸活动、招商活动、展览活动的

组织、策划等辅助性服务

314E1203 经贸活动、招商活动项目对接、汇

总和跟踪服务

314E13 社会调查

314E1301 社会调查与分析研究服务

314E14 机关信息系统

建设与维护

314E1401 信息技术、软件开发设计及网络管

理与维护

物价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与维护

314E1402 计算机保密服务

314E15 重要民生商品

价格 (收费 )采

集公布

314E1501 价格调查人员辅助性服务

314E16 成本监审、价格

认定

314E1601 专家或第三方参与辅助性服务

314E17 监督检查

314E1701 行政监督的政策性技术性监督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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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工作

314E1702 能源行业安全检查辅助性工作

314E1703 油气管道安全监督检查辅助性工

作

314E18 评 估

314E1801 行政政策的决策风险、实施效果等

政策评估服务

314E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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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E1803 油气管道安全评估辅助性工作

314E19 咨询

314E1901 立法咨询

314E1902 行政咨询

314E20 后勤管理

314E2001 公车租赁

314E2002 公文印刷

314E2003 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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