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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PR-2022-10014

湖南省财政厅文件
湘财综〔2022〕18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购买
服务通用指导性目录》的通知

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

为进一步推进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根据《政府购买

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102号）、《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

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财综〔2022〕51号）

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湘财综〔2020〕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通用指导性目录》，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省直相关部门应在《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

通用指导性目录》范围内组织修订本部门指导性目录，报省财

政厅审核同意后，于 2022年 9月 30日前与省财政厅联合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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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自 2022年 7月 6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附件：1.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通用指导性目录

2.湖南省省级政府购买服务购买主体名单

3.湖南省省级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说明

4.XXX（省直单位名称）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XXX（省直单位名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

录》的通知（样稿）及 XXX（省直单位名称） 政

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样表）

湖南省财政厅

2022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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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通用指导性目录

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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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02 公共安全情况监测服务

A0103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服务

A0104 交通安全辅助服务

A0105 消防安全服务

A0106 公共安全知识科学普及

A0107 社会治安辅助服务

A0108 应急救援服务

A0109 网络及社会舆情监测、研究、引导、处置服务

A02 教育公共服务

A0201 课程研究与开发服务

A0202 学生体育活动组织实施服务

A0203 校园艺术活动组织实施服务

A0204 教育领域竞赛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A0205 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服务

A0206 国防教育服务

A0207 教师教育培训服务

A0208 校车接送服务

A0209 学校安保服务

A0210 课后服务

A0211 校外活动场所免费、低收费服务

A0212 非公办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A0213 非公办义务教育服务

A0214 政府委托的其他教育服务

A03 就业公共服务

A0301 就业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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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A0302 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A0303 创业创新指导及孵化服务

A0304 人才服务

A0305 公益性人力资源服务

A0306 职能技能鉴定辅助性服务

A04 社会保障服务

A0401 儿童福利服务

A0402 养老服务

A0403 社会救助服务

A0404 扶贫济困服务

A0405 优抚安置服务

A0406 残疾人服务

A0407 法律援助服务

A0408 退役军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A0409 见义勇为人员心理疏导、康复服务

A0410 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支持服务

A0411 婚姻登记业务咨询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A0412 殡葬服务

A05 卫生健康

公共服务

A0501 传染病防控服务

A0502 地方病防控服务

A0503 应急救治服务

A0504 食品药品安全服务

A0505 特殊群体卫生健康服务

A0506 重大活动医疗保障服务

A0507 公共健康教育服务

A0508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

A050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

A0510 特种疾病健康管理服务

A0511 公共卫生应急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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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A0512 计划生育调查及免费技术服务

A0513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服务

A0514 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检测服务

A0515 政府组织的公共医疗卫生信息采集、评估、发布等

辅助性工作

A0516 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业务培训服务

A0517 大病医疗保障辅助性服务事项

A06 生态保护和

环境治理服务

A0601 生态资源调查、监测与管护服务

A0602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服务

A0603 野生动物保护救助辅助性工作

A0604 碳汇监测与评估服务

A0605 废弃物处理服务

A0606 环境保护舆情监控服务

A0607 环境保护成果交流与管理服务

A0608 农业农村环境治理服务

A0609 污染防治服务

A0610 政府组织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教育、培训服务

A07 科技公共服务

A0701 科技研发与推广服务

A0702 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服务

A0703 科技交流、普及与推广服务

A0704 区域科技发展服务

A0705 技术创新服务

A0706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技术服务

A0707 科研能力管理与评估服务

A0708 政府组织的科研资讯收集、编撰与统计分析

A08 文化公共服务

A0801 文化艺术创作、表演及交流服务

A0802 群众文化活动服务

A0803 文物和文化保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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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A0804 民办文化场所面向社会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

A0805 公共文化宣传服务

A0806 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传播服务

A09 体育公共服务

A0901 体育活动组织服务

A0902 体育场馆服务

A0903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展示服务

A0904 体育场馆、健身场所向社会提供的

免费低收费健身服务

A0905 体育文化宣传推广与体育科学研究

A0906 国民体质测试及指导服务

A10 社会治理服务

A1001 社区治理服务

A1002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辅助服务

A1003 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服务

A1004 社会工作服务

A1005 人民调解服务

A1006 志愿服务活动管理服务

A11 城乡维护服务

A1101 公共设施管理服务

A1102 园林绿化养护服务

A1103 环卫保洁服务

A1104 农村房屋质量安全管理服务

A1105 政府委托的燃气、暖气管理服务

A1106 保障性住房信息采集与发布服务

A1107 保障性住房后续管理服务

A1108 不动产登记辅助服务

A1109 施工图审查服务

A1110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第三方调查摸底及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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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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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A1202 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服务

A1203 农、林、草病虫害监测防治服务

A1204 公益性农机作业服务

A1205 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

A1206 公益性农业技术技能服务

A1207 农业应急物资储运服务

A1208 高标准农田运营服务

A1209 农产品生产社会化服务

A1210 品种保存和改良服务

A1211 森林、草原经营与管理服务

A1212 林区、草原管理服务

A1213 水利设施养护服务

A1214 水资源管理、节约和保护

A1215 渔业船舶检验监管服务

A1216 外来入侵生物综合防治服务

A1217 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服务

A1218 动物疫病防治服务

A1219 病死畜禽收集处置服务

A13 交通运输

公共服务

A1301 水路运输保障服务

A1302 交通运输社会监督服务

A1303 轨道交通应急演练服务

A1304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A1305 通用航空公共服务

A1306 公共交通信息服务

A14 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服务

A1401 防灾减灾预警、预报、灾害防御服务

A1402 防灾救灾技术指导服务

A1403 防灾救灾物资储备、供应服务

A1404 灾害救援救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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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A1405 灾后防疫服务

A1406 灾情调查评估服务

A1407 灾害风险普查服务

A1408 受灾对象情况信息收集等辅助性工作

A15 公共信息

与宣传服务

A1501 公共信息服务

A1502 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A1503 公共公益展览服务

A1504 公共信息系统开发、运行维护服务

A1505 政府宣传人才队伍培训

A1506 法治宣传教育服务

A16 行业管理服务

A1601 行业规划、政策研究服务

A1602 行业调查与处置服务

A1603 行业统计分析服务

A1604 行业职业资格准入和水平评价管理辅助性服务

A1605 行业规范服务

A1606 行业标准制修订服务

A1607 行业投诉处理服务

A1608 行业评估、咨询服务

A1609 行业人才培养服务

A17 技术性

公共服务

A1701 技术评审鉴定评估服务

A1702 检验检疫检测及认证服务

A1703 监测服务

A1704 气象服务

A1705 区划地名界线测绘服务

A18 其他公共服务

A1801 对外合作与交流服务

A1802 农村金融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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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B 政府履职辅

助性服务

B01 法律服务

B0101 法律顾问服务

B0102 法律咨询服务

B0103 法律诉讼及其他争端解决法律服务

B0104 见证及公证服务

B0105 行政复议、行政调解和仲裁等辅助性服务

B0106 司法救助辅助性服务

B0107 中小型、民营企业法治体检

B0108 公益性律师调解服务

B02 课题研究和

社会调查服务

B0201 课题研究服务

B0202 社会调查服务

B03 会计审计

服务

B0301 会计服务

B0302 审计服务

B0303 政府组织的资产清查服务

B04 会议服务

B0401 会议服务

B0402 经贸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等辅助性服务

B0403 展览活动组展设计、实施等辅助性服务

B05 监督检查

辅助服务

B0501 监督检查辅助服务

B06 工程服务

B0601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B0602 工程监理服务

B0603 工程鉴定、质量安全检测辅助性服务

B07 评审评估

评价服务

B0701 评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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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2 类) (30 款) (200 项)

B0702 评估和评价服务

B08 咨询服务

B0801 咨询服务

B09 机关工作人员

培训服务

B0901 机关工作人员技术业务培训服务

B0902 其他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机关工作人员培训

服务

B10 信息化服务

B1001 机关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服务

B1002 数据处理服务

B1003 网络接入服务

B1004 其他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信息化服务

B11 后勤服务

B1101 维修保养服务

B1102 物业管理服务

B1103 安全服务

B1104 印刷和出版服务

B1105 餐饮服务

B1106 租赁服务

B1107 其他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后勤服务

B12 其他辅助性服务

B1201 翻译服务

B1202 档案整理服务

B1203 外事服务

B1204 政府组织的招标、拍卖服务

B1205 公物仓运行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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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省级政府购买服务购买主体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21 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2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2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3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3 湖南省统计局

4 湖南省政协办公厅 24 湖南省财政厅

5 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湖南省监察委员会
25 湖南省审计厅

6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6 湖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27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8 中共湖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办公室
28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9 湖南省信访局 29 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

10 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30 民建湖南省委员会

1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 31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2 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32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13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 33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

14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员会 34 湖南省公安厅

15 中共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35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16 中共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36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7 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 37 湖南省司法厅

18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38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

19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39 湖南省戒毒管理局

20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40 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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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41 中共湖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61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2 湖南省教育厅 62 湖南省林业局

43 湖南省科技厅 63 湖南省水利厅

4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64 湖南省乡村振兴局

45 湖南省计划生育协会 65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46 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66 湖南省库区移民事务中心

47 湖南省体育局 67 湖南省民政厅

48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68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49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6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50 湖南省作家协会 70 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51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71 湖南省红十字会

52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 72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53 中共湖南省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73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54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74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国防科技工业局）

55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75 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56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76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57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77 湖南省商务厅

58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78 中共湖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59 湖南省供销合作社 79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湖南省分会

60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13—

附件 3

湖南省省级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编制说明

一、目录设置

《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通用指导性目录》分为三级，其中

一级目录调整优化为公共服务和政府履职辅助性服务 2 类，二

级目录根据行业服务类型归纳为 30款，三级目录根据支出项目

特点细化为 200项。

二、目录格式

一、二、三级目录格式保持相对固定，目录名称不改变，

目录内容不拆分。省级部门应根据工作职责，保留本部门使用

的二级、三级目录并删除不用的二级、三级目录。删除目录内

容后，目录代码不递补。部门有多个同类服务事项应在“说明”

里细化填列。

三、修订要求

省级各部门应充分征求相关方面意见，组织市州、县市区

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对口部门在《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通用指导

性目录》范围内，修订完善本部门指导性目录。市州、县市区实

行政府购买服务的部门不可自行编制执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四、目录发布

省级各部门组织修订本部门指导性目录，按程序报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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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审核后，于 2022年 9月 30 日前与省财政厅联合发文，原部

门目录同步废止。10月 12日前，省级各部门在本部门门户网站、

中国湖南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等相关媒体向社会公开部门指

导性目录，并上传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系统，确保 2022年部

门预算编制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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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XXX（省直单位名称）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XXX（省直单位名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的通知（样稿）

XXX〔2022〕 号（省直单位文号）

各市州、县市区 XXX（单位名称）、财政局：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湘财综〔2020〕6号）、《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通用指导性目录〉的通知》（湘

财综〔2022〕18号），XXX（省直单位名称）会同省财政厅编

制了《XXX（省直单位名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现

印发执行。原有的《XXX（省直单位名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

性目录》（XXX〔20 〕 号）同步废止。

凡列入目录并已安排财政预算的服务事项，可实施政府购

买服务。各市州、县市区 XXX（单位名称）政府购买服务事项

按照目录执行。执行中确需新增目录外的购买服务事项，由

XXX（省直单位名称）商省财政厅同意后实施，XXX（省直单

位名称）及时组织调整修改指导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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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XXX（省直单位名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XXX（省直单位名称） 湖南省财政厅

2022年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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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省直单位名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样表）

代码
一级

目录

二级

目录
三级目录 说 明

A 公共

服务

XXXA01
公共

安全

服务

XXXA0101 公共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服务

城市基础设施、食品药品、农产品等领

域安全排查检查、监测、治理辅助服务。

XXXA0102 公共安全情况

监测服务
公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与评估服务。

XXXA0103 安全生产事故

调查服务
政府组织的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服务。

XXXA0104 交通安全辅助服务 交通安全辅助服务。

XXXA0105 消防安全服务

消防安全宣传、培训等服务,市政消火

栓、 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等的公共消

防设施维护管理服务。

XXXA0106 公共安全知识

科学普及
公共安全知识科学普及服务。

XXXA0107 社会治安辅助服务 社会治安辅助服务。

XXXA0108 应急救援服务
安全生产事故、紧急突发事件等的应急

救援服务。

XXXA0109
网络及社会舆情监

测、研究、引导、处

置服务

网络及社会舆情监测、研究、引导、处

置服务。

XXXA02
教育

公共

服务

XXXA0201 课程研究与

开发服务
课程研究与开发服务。

XXXA0202 学生体育活动

组织实施服务
学生体育活动组织实施服务。

XXXA0203 校园艺术活动

组织实施服务
校园艺术活动组织实施服务。

XXXA0204 教育领域竞赛活动

的组织与承办

政府举办的区域性体育、艺术、技能、

业务等比赛活动的组织与承办。

XXXA0205 教学成果推广

应用服务
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服务。

XXXA0206 国防教育服务 国防教育服务

XXXA0207 教师教育培训服务
中小学教师培训、名师名校长培训、职

业教育师资培训等服务。

XXXA0208 校车接送服务 校车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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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

目录

二级

目录
三级目录 说 明

XXXA0209 学校安保服务
学校安全教育、安全风险预防和安全保

卫等服务。

XXXA0210 课后服务
3点半课堂等中小学课后服务的组织与

实施。

XXXA0211 校外活动场所免费、

低收费服务

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校外活动场所提供

的免费、低收费教育服务。

XXXA0212 非公办普惠性

学前教育服务
购买学前教育普惠性服务。

XXXA0213 非公办义务

教育服务
购买学位服务。

XXXA0214 政府委托的

其他教育服务
政府委托的其他教育服务。

注：表格中 XXX代表部门预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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