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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州市財政局邦州市座急管理局
美于印發邦州市座急管理局政府昀芙
      服各指尋性目永的通知

    為進一步推進我市政府殉吳服努改革工作， 根鋸財政部政府
妁吳服努指尋性目汞奕行分級管理、分部門編制的要求，鄭州市
財政局、鄭州市座急管理局編制了《鄭州市座急管理局政府妁叉
服努指尋性目汞》 ，現印友執行。
    自本目汞印友之日起， 《 鄭州市財政局失于印友＜鄭州市政府
向社會力量妁吳服努指尋目汞＞的通知》 （ 鄭財預〔2015) 1030
兮）不再適用于鄭州市座急管理局政府妁叉服努工作。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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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那州市座急管理局

政府晌買服券指導性目永
代碼 一級目汞 二級目汞 三級目汞 各注

102A 基本公共服
          舟

102A01 公共安全

102AO101 事故隱患排查和鳳險
        評估 委托寺虫祝枸紂全市范圍內公共領域場所事故隱患排查評估服芬。

102AO102 安全生戶監管和座急
      救援服卉

委托考並桃構紂安全生戶突友事件、 事故等進行應急救援和座急演練服
          奔’安全生產和高危行亞奕施安全監管服奔。

102AO103 公共消防基礎設施維
      妒勻管理 委托寺韭祝杓紂全市范圍內公共消防設施維妒保養等服奔。

102AO104 安全發展示范城市創
    建咨詢服奔

委托專虫札枸討全市范圍內安全生戶和公共安全領域存在的安全風險迸行
        全面的排查辨氓和評估分級上創建安全友展示范城市。

102A02 科技推戶

102AO201 座急管理先進適用技
朮和裝各推戶座用

紂全市范圍內相失企韭和群休租圾推戶座急管理先進適用技木和裝各’提
                                 供技木服奔， 提供數鋸姿源等。

102B 社合管理性
  服各

102B01 社區建設

10280101 防震喊災示范學校 委托第三方進行考虫指尋’推行休驗式培訓。

102BO102 綜 合 喊 災 示 范 社 區 創

        建                                                                                                                                                        
在全市范圍內創建綜合喊災示范社區’推行休驗式培訓。                                                                                                                                                

102B02 公共公益宣
                      侍

10280201 座急管理宣傳 利用新媒休等多科手段， 升展座急管理知氓的普及、 宣侍等。

102B03 防災救災

102BO301 自然災害炎風險普查
  、 評估勻監測

委托專虫機枸摸清區域重大安全風險底數，紂自然災害炎風險升展普查、
                          評估芍監測服奔。

102BO302 座急救援社會化服秀 應急救援社會化馱伍培育， 提供座急救援救助工作。

102BO303 救災、 救援物姿協氓
          儲各和聯運 委托第三方紂救災、 救援物姿進行儲各、 輳運等服券。

102BO304 全民防災喊災培訓、
          休驗勻管理 委托相失場倌升展休驗式座急科普活功服奔。

102BO305 衣村倒損房屋第三方
        評估 委托寺韭桃枸紂災后衣村倒塌破損房屋進行評估。

102BO306 座急教援裝各保障服
        奢 對座急救援近程所需的救援裝各進行租賃和保障等服奔。

102BO307 安全生戶舉抿熱A 24
  小時接听赴置   

委托第三方’配各設置專門的人員全面接听拳抿熱幾， 江總舉報信息等服
                                券。

102BO308 fill急管理值班系統24
  小時值班值守 委托第三方祝枸， 配各專門的人員， 全時段座急作故值班服奔。

10280309 災害救助服弁 群禽性防災、 喊災、 救災培訓； 受災人員的組織勻奕施等輔助工作（ 包括
  心理咨詢、 群疢輳移安置、 救助款物管理等） ； 其他防爽救夾服奔。

102BO310 相失防汛設施維修芍
        管妒 防汛期向對各炎相失防汛設施的這行、  日常莽妒勻維修。

102BO311 森林防火 紂全市范圍內森林管理范圍，進行宣傳、監管’加強生恣保妒’提高防火
                              意氓。

102C 行並管理勻
協調性服奔

102C01 行韭規范

102CO101 行韭規范研究、 評估
        服券 聘請第三方紂座急管理行虫進行規范研究、 評估服奔。

102C02 行亞投訴赴
                                            理

102CO201 行韭投訴舉抿熱錢、
同站乎台的維妒和申

政府投訴服奔； 政府設立的行韭投訴舉抿熱錢、  團站平台的維妒和申訴受
                              理服奔。

102CO202 行韭性矛盾糾紛調解
        服券 聘請考韭祝枸人員組織調解糾紛。



102C03 行韭統汁分
          析

102CO301 座急管理相失數鋸統
計分析研究（ 評估） 風險盜測數掘、 厥重預防休系數掘分析評估等服奢。

102C04 行亞杯准制
  修訂

102CO401 座急管理地方性杯准
制修訂研究（ 評估）

聘清考韭桃枸紂座急管理地方性相失杯准的研究建立、修訂提供研究、評
                                                                                              估等服芬。

102C05 行里調查

102CO501 安全生戶情況調查研
   究（ 評估） 服奢 委托第三方組織升展安全生戶情況調查研究評估等服奔。

102D 技木性服奔

102D01 技木評市鑒
  定評估

102DO101 事故物征鑒定分析 專韭機枸紂事故物征升展鑒定， 進行綜合分析的服奔。

102DO102 社會穗定鳳險評估 對社會息休穩定情況進行鳳險研判。

102DO103 安全生產評市 委托考韭桃枸對安全生戶相失虫秀進行評市。

102DO104 座急拾險工程以定 聘請專家對座急拾險救災工程進行綜合評估。

102DO105 自然災害風險調查評
                                    估 委托青韭枕枸紂自然災害情況進行風險研判。

102DO106 城市安全風險辨氓評
        估 城市安全鳳險防范等進行綜合性評份咨詢等服奔。

102D02 栓驗栓疫栓
          測

102DO201 安全設各檢驗 座急赴置近程中需要聘請專亞機構進行栓測等服奔。

102D03 監測服券

102DO301 安全、 風險監測搬告 聘靖考亞桃枸對安全生戶、 座急管理等方面進行監測服多。

102DO302 座急管理輿情監沒州 聘請考虫桃枸對安全生產、 座急管理等方面赴置迂程中的輿論進行分析監
                            測等服奔。

102E 政府履職所
                                            需

102E01 法律服奔

102EO101 法律願向、 咨詢 聘請法律願向、 法律咨詢服秀。

102EO102 行政訴餃代理立訴 委托律師行政坼泌代理座訴服奔。

102E02 課題研究和
社會調查

102EO201 座急管理重大課題研
      究和調查 委托第三方考韭機枸紂座急管理休系建設進行研究調研服奔。

102EO202 座急管理休系規划編
                                      制研究 委托第三方專韭札枸紂座急管理休系規划進行科掌編制服奔。

102EO203 故略和政策寺項課題
        研究 委托第三方考亞機枸紂座急管理休系故略友展迸行調研分析服秀。

102EO204 杯准評份指柝制定研
        究 委托第三方考亞祝枸紂座急管理休系杯准設置指杯進行研究及制定。

102E03 財奢會計市
  計服卉

102EO301 會汁和稅卉等輔助服
                                    奔

輔助進行財奔抿表編制服卉‵記賬服秀、財奔監管、 內控、其他會汁和稅
                            弁服秀。

102EO302 市計服奢 市計聘請社會市計組織人員及技木寺家升展政府投瓷市計、 信息化市汁、
    財各市計、 專項市計等服奔’重大事項第三方市核、 市計服秀。

102E04 監督檢查

102EO401 安全生戶監督栓查 聘請寺韭中介札枸紂相失企韭、 單位安全生產近程進行考虫化的監督檢查
                              等服各。

102EO402 聘請第三方祝枸檢查
               評市 聘請寺亞中介桃杓紂單位整休及相失亞奢方面進行檢查評估等服奔。

102E05 工程服奔

102EO501 工程可行性研究（ 咨
詢、 勘探、 役計等）

聘清寺韭規划設汁祝枸紂單位相失工程或項目進行綜合性咨詢設汁評估等
                                服芬。



102EO502 工程安全贗量栓測、
        監理 聘請專虫中介桃枸對工程安全迸行栓測監督栓查等服卉。

102EO503 工程概（ 預） 算、 結
    （ 決） 算市核 聘請專亞中介札枸紂工程預算造份、 次算等方面迸行市核服秀。

102EO504 工程第三方評份 聘請考韭中介機枸對工程建設進行綜合性評估等服弁。

102E06 項目（ 政
策） 評市評

102EO601 應急管理考項資金項
        目評市 座急管理考項姿金可行性、 執行情況和奕施效果等項目評市評估服奔。

102EO602 座急管理科技計划項
        目評市 座急管理科技計划可行性、 執行情況和奕施效果等項目評市評估服奔。

102EO603 項目規划、 設汁等考
      家評市 其他座急管理項目規划、 設計、 可行性研究等考家評市服秀。

102EO604 項目建氓翁、 可行性
研究根告等咨詢評估 其他座急管理項目項目建氓翁、 可行性研究報告等咨詢評估服券。

102EO605 重大事項第三方評市
        評估 聘清考韭中介桃構對重大事項進行評市評估等服券。

102EO606 法律法規政策等評份 聘請考亞中介機枸紂座急管理相芙法規政策進行操作把控評份服卉。

102E07 幾效評份

102EO701 績效評份服奔 政策奕施、 姿金使用、 政府行政效能等績效評份輔助性工作。

102EO702 履約驗收服奢 政府采賄合同履約驗收服券。

102E08 咨詢

102EO801 社會管理咨詢服奢 行政咨詢、  司法咨詢、 制定規范性文件咨詢、 其他政府咨詢服奢。

102E9 桃失信息系
統建設勻維

102E901 軟件升友 紂單位並卉所需基絀軟件、 支撐軟件包件、 應用軟件、 嵌入式軟件等升發
                                服芬。

102E902 軟件、 硬件、 平台運
                                                                            行給妒 基礎坏境、 硬件、 軟件、 安全等運行維妒服奔。

102E903 信息系統集成尖施服
        奔

通近結枸化的綜合布幾系統和汁算機同絡技木， 將各今分高的設各、 功能
           和信息等集成到相失聯的， 統一協調的系統之中的服奔。

102E904 信息工程監理服奔 討大型系統升友、 架枸、 設置的有效性、 安全性等方面升展的監理服秀。

102E905 數鋸赴理服弁 數掘采集、 赴理、 加工、 分析、 迂移等服舟。

102E906 信息技木咨詢服奔 包括數掘庫息休架枸、  同絡拓扑勻平台部署技木、 軟件升友技木設計等，
    為信息系統升發、 部署和安全防妒等提供考亞咨詢和論征服秀。

102E907 城市安全和座急管理
  領域物聯同建設

委托考虫信息化建設單位對城市安全、 座急管理等領域奕施物聯同互鴃互
                            通建設服旁 。                 ∣

102E10 后勤服奔
——          ————?      ——                   ■?■     一                                                                                                                                                     1

102E1001 辦公設各維妒保養月即
        舟 汁算桃設各、  岡絡設各、 信息安全設各等辦公設各維修保養。

102E1002 物虫服奔 設各這行、 門窗保莽維妒、 保浩、 綠化莽妒、 后勤保障托管。

102E1003 安全服秀 保安服奔。

102E1004 印刷服卉 公文、 票搪、 姿料印刷服奔。

102E1005 餐飲服奔 飲食服舟。

102E1006 其他 丰輛及其它返輸機械設各租賃，房屋場地租賃等元法卯入現有目汞的其他
                                                     政府履職所需輔助性服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