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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征求意见稿）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A 公共服务

A01 公共安全服务

A0101 城市安全建设与管理服务
文旅行业的城市安全建设

与管理服务

A0102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服务
文旅行业的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服务

A0103 安全监测预警服务
文旅行业的安全监测预警

服务

A0104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服务
文旅行业的安全生产事故

调查服务

A0105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服务
文旅行业的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服务

A0106 安全生产指导服务
文旅行业的安全生产指导

服务

A02 教育服务

A0201 课程研究与开发服务
文旅行业的课程研究与开

发服务

A0202 教育产品创作与管理服务
文旅行业的教育产品创作

与管理服务

A0203 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服务
文旅行业的教学成果推广

应用服务

A0205 职业教育服务 文旅行业的职业教育服务

A0209 教师培训服务 文旅行业的教师培训服务

A0210 学校和学生安全防控服务

苏州艺术学校和苏州评弹

学校的学校和学生安全防

控服务

A0211 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服

务

文旅行业教育活动的组织

与实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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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A0212 教育设施管理与维护服务
文旅行业的教育设施管理

与维护服务

A03 就业服务

A0301 就业指导服务

就业信息发布、职业指导

和职业介绍、就业失业登

记、就业援助、就业服务

专题活动组织、信息平台

建设等就业服务相关辅助

性工作。

A0302 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A04 人才服务

A0401 人才引进服务
举办人才引进活动、宣传

等人才引进服务

A0402 人才培训服务

人才培训服务 高层次人

才、专业技术人员、留学

回国人员、人才工作者等

培训

A0403 人才交流服务
举办人才交流活动、宣传

等人才交流服务

A0404 技能竞赛的组织与实施服

务

各类技能竞赛的组织与实

施服务

A0405 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服

务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

程实施、急需紧缺人才培

养、委托继续教育机构举

办的继续教育活动以及其

他公益性继续教育服务等

A0406 人事考试的组织与实施服

务

各类人事考试的组织与实

施服务

A09 文化旅游服务

A0901 文化艺术创作、表演及交

流服务

文化艺术创作、表演、交

流，组织，策划等服务

A0902 文化保护、传承与展示服

务

文化保护、艺术传承、非

遗展示，文化艺术展示，

组织、策划等服务

A0903 文物保护服务 文物考古、研究、展出等

A0904 文化场馆服务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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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美术馆、演出场馆等文化

场馆服务群众内容

A0905 旅游产品开发与管理服务
旅游线路开发、推荐、旅

游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

A0906 文旅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服

务

文旅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文旅节庆、展演等

A0907 文化旅游设施管理和维护

服务

文旅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

护等

A12 交通运输服务

A1201 公共交通服务 旅游公共交通服务

A1202 交通运输保障服务 旅游交通运输保障服务

A1203 交通运输社会监督服务
旅游交通运输社会监督服

务

A1204 交通运输应急演练服务
旅游交通运输应急演练服

务

A1205 交通运输疫情防控服务
旅游交通运输疫情防控服

务

A1206 交通设施管理和维护服务
旅游交通设施管理和维护

服务

A14 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服务

A1401 防灾减灾预警、预报服务
文旅行业防灾减灾预警、

预报服务

A1402 防灾救灾技术指导服务
文旅行业防灾救灾技术指

导服务

A1403 防灾救灾物资储备、供应

服务

文旅行业防灾救灾物资储

备、供应服务

A1404 灾害救援救助服务
文旅行业灾害救援救助服

务

A1405 灾后防疫服务 文旅行业灾后防疫服务

A1406 灾情调查评估服务
文旅行业灾情调查评估服

务

A1407 灾害风险普查服务
文旅行业灾害风险普查服

务

A16 城市维护服务

A1601 城市规划和设计服务 文化旅游规划和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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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A1602 公共设施管理服务
文化和旅游等公共设施管

理服务

A17 公共信息与宣传

服务

A1701 公共信息服务 文旅行业公共信息服务

A17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文旅行业公共公益宣传服

务

A1703 公共公益展览服务
文旅行业公共公益展览服

务

A1704 公共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

服务

文旅行业公共信息系统开

发与维护服务

A18 社会管理服务

A1804 法律援助服务 文旅行业法律援助服务

A1805 人民调解服务 文旅行业人民调解服务

A1809 志愿服务活动管理服务
文旅行业志愿服务活动管

理服务

A19 行业管理与协调

性服务

A1901 行业规划服务
文旅行业规划研究、编制

及验收评估。

A1902 行业调查与处置服务
文旅行业调查研究、文旅

统计调查，

A1903 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文旅统计分析、调查分析

A1904 行业职业资格准入和水平

评价管理服务

文旅行业各类职业资格准

入和水平评价服务等。

A1905 行业规范服务

文旅行业规范制定、行业

规范评估、实施等行业规

范服务。

A1906 行业标准制修订服务

文旅行业地方标准和定额

制（修）订、标准跟踪评

价等服务。

A1907 行业投诉处理服务 文化、旅游、文物投诉

A1908 行业咨询服务 文化、旅游、文物咨询

A1909 行业人才培养服务 文旅行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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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A99 其他公共服务

A9901 对外合作与交流服务
文化旅游对外合作与交流

服务

A9999 其他公共服务 其他文旅公共服务

B
政府履职

所需辅助

性服务

B01 法律服务

B0101 法律顾问服务

刑事诉讼法律服务；民事

诉讼法律服务；行政诉讼

法律

服务；涉外诉讼法律服务；

其他法律服务。

B0102 法律咨询服务

刑事诉讼法律咨询服务；

民事诉讼法律咨询服务；

行政

诉讼法律咨询服务；涉外

诉讼法律咨询服务；其他

法律服务。

B0103
法律诉讼及其他争端解决

服务

刑事诉讼应诉法律服务；

民事诉讼应诉法律服务；

行政诉讼应诉法律服务；

涉外诉讼法律应诉服务；

其他法律服务。

B02 课题研究和社会

调查服务

B0201 课题研究服务 文旅行业课题研究服务

B0202 社会调查服务 文旅行业社会调查服务

B03 会计和审计服务

B0301 会计服务

指会计软件运维、会计凭

证采购等与会计相关的服

务。

B0302 审计服务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对单位及相关业务开展审

计监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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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B04 会议和展览服务

B0401 会议服务
场地租赁、会场布置等辅

助性会议服务费

B0402 展览服务
包括展台搭建、展位制作

等服务。

B05 监督检查辅助服

务

B0501 监督检查辅助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的监督检查

辅助服务，其他政府委托

的监督检查事项辅助服务

B06 工程服务

B0601
工程规划、可行性研究等

辅助性服务

对建设项目实施的工程规

划、可行性研究等辅助性

服务

B0602 工程安全监管辅助性服务
对建设项目实施的安全监

管辅助服务

B0603
工程评价、造价等咨询管

理服务

对建设项目的投资估算、

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合

同价款的确

定与调整、工程结算及竣

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

与审核进行

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

和服务。

B0604 工程设计服务
设计图纸绘制、成本限制、

施工计划等工程设计服务

B0605 工程监理服务

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

企业，接受建设单位的委

托，承担

其项目管理工作，并代表

建设单位对承建单位的建

设行为进行

监控的专业化服务。

B07 评审、评估和评价

服务

B0701 评审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各类评审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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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B0702 评估和评价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的资产价值

评估、人社业务培育评估

等评估评价服务。

B8 咨询服务

B0801 咨询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咨询服务

B09 绩效评价服务

B0901 绩效评价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绩效评价服

务

B10 技术业务培训服

务

B1001 技术业务培训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技术业务培

训服务

B11 信息化服务

B1101 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服务
文旅行业信息系统开发与

维护服务

B1102 数据处理服务 文旅行业数据处理服务

B1103 网络接入服务 文旅行业网络接入服务

B1104 网络安全服务 文旅行业网络安全服务

B12 后勤服务

B1201 维修保养服务
办公场所或其他公用场所

相关设备的维修保养服务

B1202 物业管理服务

办公场所或其他公用场所

水电供应服务、设备运行、

门窗保养维护、保洁、绿

化养护等的管理及服务，

包括：住宅物业管理服务：

住宅小区、住宅楼、公寓

等物业的管理服务；办公

楼物业管理服务：写字楼、

单位办公楼等物业管理服

务；车站、机场、港口码

头、医院、学校等物业管

理服务；其他物业管理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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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说明

B1203 安全服务

专业化的安全防范服务，

包括：保安服务；特种保

安服务：现钞押运，金库

守护，贵重物品保安，易

爆、易燃、易腐等危险品

保护及其他特种保安的服

务；其他安全保护服务：

专业开锁服务、监视器管

理服务、安全咨询服务、

其他安全保护服务、消防

安全培训；城市安全社会

化服务。

B1204 印刷和出版服务

文旅相关工作材料、宣传

册、口袋书、期刊等材料

的印刷和出版

B1205 餐饮服务 文旅机关食堂餐饮服务

B1206 租赁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租赁服务，

如场地、车辆等

B1207 车辆加油服务 公务用车的定点加油服务

B1208 机动车保险服务 公务用车的车辆保险服务

B99 其他辅助性服务

B9901 翻译服务
包括笔译、口译和其他翻

译服务。

B9902 档案管理服务

包括业务档案、财务档案、

人事档案等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领域相关的档案管

理服务

B9903 外事服务
文旅行业相关对外交流，

外事服务

B9999 其他辅助性服务 文旅行业其他辅助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