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洒ll|畲鼹政厅文件
龋

川财采 〔2021)28号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四川省政府采购

品H分类目录 (2021年版 )》 的通知

各市 (州 )财政局,省级各单位 :

根据工作实际,我厅对 2020年 印发的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

分类目录》进行了适当调整,制 定了《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

录 (2021年版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执行中有关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财政厅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处)反馈,联系方式:028-86725927。



附件:1.调 整说明

2.《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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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调整说明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 版 )》 较 2020年版

进行了适当调整,主要调整内容如下 :

一、新增部分品目

工程类:在 “B工程类
”

下增设
“B0303拆 除工程

”
、
“
810

招标投标工程
”
。

二、调整部分品目

货物类:将 “A02061501不 间 断 电 源 (UPS)” 调 整 为

“A02061504不 间断电源 (UPS)”。

三、删除部分品目

工程类:删除
“B01建筑物施工

”
、
“B02构筑物施工

”
、
“
B03

工程准备
”
。
“B01建筑物施工”

、
“B02构筑物施工

”
以及

“
B03

工程准备
”
中除

“B0303拆除工程
”
以外的其他工程,按照是否属

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分别归入
“B10招标投

标工程
”
和

“B99其他建设工程
”
。

四、规范品目说明

对
“A02010104台 式计算机

’’
、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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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10601打 印设各
”
、
“A0201060901 扫描仪

”
、
“A020108计

算机软件
’’
、
“A020202投影仪

”
、
“B07装修工程

”
、
“B08修缮工程

”
、

“B99其他建设工程
′’
、
“C020399云计算服务

’’
、
“C030102互 联网

接入服务
”
、
“C081401印 刷服务

’’
、
“C1204物业管理服务

”
等品目

的说明进行调整。

需要强调的是采购品目备注规定范围以外的项目,分别归入

“A9999其他货物
”
、
“C99其他服务

”
。如

“A02010104台 式△算

机
”
备注内容中不包括的

“
图形工作站

”
,归 入“A9999其 他货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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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采购品自编码 采购品目名称 定义

货物类
^
〓

土地、建筑物及构筑物

包括挤她.匿地.林地、草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仓储康地,住宅用地、行政单位用地、

务业单位用地、社会团体用地、公共服务用地、体育、娱乐用她、特并用地、交通运铀用地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以及其他类别的土地。
土地

包括生产是房、交通、嘟电甩房`商业及殿务业用房、行政单位席房、公共茧全用房、事业革

位用房、社会固体用房.军
=用

房、外事用房、宗教用房.居住用房、体育、娱乐用房、市政

公共设施用房.仓僚用房、房屋附属设施以及其他用房 ,

建筑物
^OlO2

通用设备A02

Λ0201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计第机设备AO2010】

包括文件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应罕程序服务器、嘟 服务器等。Λ02010103 服务器

不包括圈形工作站 .台式许箕机A02010104

不包括移动工作站 ,便槐式计算机AO2010I05

包括平板式微型计算机、李△龟胸,平板式徽型计算机AO2010107

计算机网络设备0020】 02

基于网络层的互联设备 .路由器AO20IO201

指交换机 ,AO2010202

包括防火墙、入绥防御设备、,入 佼担溅设备、满洞扫描设备、容灾去价设备、网络隔

安全审计设备、计算机终端炭令设备、~0诃 (1r为臂建设备、网闻、馥拟专用网 (VpW)
溜设备、

设备`安

全路由器、密码产品眸.

信息安全设备A02(I)03

包括磁盘机、淼盘阵冽、存储用光纤交换机、光盘窿、磁带机.被带库、职络存储设备、移动

行储设备 (闪存盘、移动硬盘、软盘、光盘〉,存储设备AO20】 05

输入输出设备A020106

包括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 .
A02010sO】

包括浓盘、阴极射线管、等潞子显示器、台式计葬机显示器等。显示设备A020】 0604

图形图像输入设备AO20】 0609

指平板式扫描仪、离速文梢扫雄仪.书刊扫锱仪和核片扫描仪,不包括挡案、t程

面扫描仪 ,

专用的大幅

扫描仪A020∶ 060901

招非定制的通用商业软件,不包括行业专霈软件 ,计算机软件A020108

以货物采购为主的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包括欹件开发 (购罡 )、 硬′⒋购王以及所需的配褒维修

改造和环境建设 .
信息系统集成 〈货物类 )A02019901

办公设备AC202

指文书复制的设备。复印机
^020zOI

不包捐用手鄂‘△、泓绘锊专用投影仅 .投影仪
^020202

具有打En、 复印、传真等多种办公功能的设备.
多功能一体机人020204

钽韬姨用眼相机和专用照相机及镜头.器枋。照相机及器材
^C)20205

包括背投式.交互式`笈印式等,电子自板~A020zO6

包括单基色显示屏、双荃色显示屏、全彩色显示胯事 .
LID显示屏A020207

包括重内型、户外型触摸屏等。触挎一体机AC,20208

包括逐印机、胶印:玑、抽印玑、妓订杖绺 ,文印设备人OzO210

^020211
销毁设备

碎纸机AO?021101

-0^

件
4
△例

H

^Oa

AOiOl

交换设备

打印设备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

采购品目编码 采购品日名称 定义

车辆

A02030g 乘用车 包括轿车、越野军.商务车`其他乘用车 (含 新能源汽车〉。

AO203C.6 客平 包括小型客车、大中型客车、其它客车 (含新键镙汽车),

专用车辆

厢式专用入车`罐式专用汽车、集装箱运输车辆,秭学考察车辆、工程作业车辆.壅地专 ,,车

辆、校车、捅骑车、雷车`布囔车、清睁车.排捧车、装甲防綦车、水炮车、箨登车、通讯指

挥车、交逶划线车、防弹车、医疗车、通信专用车、菀险酝、燎仪车、运钞专用车、人民法院

特种专业技术男车`渔政执法牛、海事执法车、机动起重革、清洁卫生车辆、冷家车、炊事车

等其他专用汽车.

摩托车 罪手把操纵前轱转向的两轮或三轮车。

A020310 电动 自行车

A020312 非机动室辘 包括电动车、脚蹈车、手推车和轮梅车等。

A0204 图书档莱设备
包括图书档案装具`结徽设备、图书档案消宙设备、图书档案设备的零跗件榈其他留书挡案设

备。

机辍设备

`;020504
钴 炉 包括工业和民捕锅炉。

AO205】 228 电梯 包括载货龟榜、载人电梯、载人载货两用电梯,消防电梯罅。

AV20523 制冷 (暖 )空调设备
包括中央空溉 (包括冷水机组、傧化粳吸收式冷水机组、水源热泵桃姐等).多默式交锔 (指

一台或多台室外机与多台室内祝缀成的空调机组〉、吸预式空钾簿。

^0206
电气设备

A020601 电钒
包括发电机.直流电机、无利直流电机、交流电机、交直流两用咚机,直线电机、步进甩机、

传銮电视、9F关缓限电机、移相务、潜水电泵、其色电机 ,

A02()o:6 电源设备

AO20615C每 不向断电源 (UPS) 包括后备式不间新电源、在线式不间断电源锯。

AO20618 生活用电器

A02061801 制冷电器

AO206180101 电冰箱

^C2061sOlO2
冷藏柜

^02C6180203
空调机

指分体壁挂式、分体拒机式空氓,不包括楠雷空调和多联式空透 (指 由一台或多台察外机与多
台室内机组戏的空调机组)。

A0206180205 兖气挣化设备

A020G】 807 饮水器 包括挣本机、软水棍、纨水机等 ,

AO206 1sOs 热水器 包括太阳能集热器和集热系统、电挂水器、非电奏的快速热水器或储备式中水器.

A02061g 指咸蓉灯具,不含舞台灯员 .

雷达、元线电和卫星辱短设备

A0208 通信设备

A020801 无线电通信设备 包括通用,移动、航空、饿船、铁道、螂电、气象路信专用无线电通信设备等。

卫星遇信设备 不包括军用卫星通催设备 ,

6

A0203

AC20307

AO20309

AO205

照明设备

A0207 不包括军濡雷达 .

AO20804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

采购品目婚码 采购品目名称 定义

AO20807 电话通信设备 包括圈定电话机和移动电话。

A020808 视频会议系统设备 包括视频会议控钔台、多点控制器、终巯、苦视频矩眸等。

传真通信设备 招文件 (图文)传真机 .

AO209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包括广播发射设备、电视发射设备、广播和电视转收设备、营频节目初作和插按设备、视频节
自制作和播羟设备和卫星广播电视设备等。

A0’ 0910 电视设备
包括将殊环境应用电视监视设备、特殊功能应用电挨设备,播种成像应用电视设备、其他电视

设备。

^0209100】
普通电视设备 (电视机 ) 包括有线嗯视前端设备、有线电视终端设备、有线电视传铂笈益设备昝.

A02091】 视频设备
包括电视嘻盘.激光视盘机、猊獭监控设备 .视赛处埋器、虚拟演插雀设备、字率机、其他视

茆设备.

A0209.1102 通用掇备机 指普通掇蚀桃,包括摄像机跗件设备 ,

视颁监控设爸
包括监控摄像机、报号传憨器、数字硬盘录像机.视颁分创夥、监掉电视瑙 (拼接显示器9、

监视器、f1荣系统络。
AC.20· 9|1107

AO20912 音频设备

包括录放音机、收音机、昔频功奉放大器设备 〈功放设备).电唱机、音响电视组合机、话简

设备、数码者癞工作站及配套设备、庐面瘸辑机.录音外蚤设备、扩音设备、者箱、复读祝、

语酱诵有实验察设备.其他音频设备。

包括传版设备.编娥、采访设备,压 片加△设备,唱机生产设备,盒式备符加工设备 ,彤祝户

僚刂作、维护设各,影剧院设各,其他电影设备。
^020915

电彤设备

仅器仪表

包括温度仪表、压力仪表、流壁仪表、物位及机械远仪表`显示及揭节仪表、气励、电动单天

短合仪表、基地式仪亵、绘图仪、集中控传】装直、执行器、自动成套垄制系统、工业控弗l席 计

其机系统、其他自动化仅表 ,

人021001 ￡】动化仪表

包括电度表、实验宦电工仅器及指针式电表、数字电网监澳表、兜晚豫星仪器、记录电浓,电

磁
'J、

波器、翻馊仅嚣、扩大重程装工、其他电工义器仪表。电工仪器仪表AO21602

包括显微锓、光学计盘仪器、物屡光等仪器、光学刹试仪器、电子光学及高于光紫仅锯、肮涮

仪器、光谱遇悠仪器`红外仪器.激光仪器.望远镜、眼钱、光导纤维和纤组柬、通钦、棱镜

、反射铙、其他光学仪器 z

光学仅器AC21003

包据电化学分析仪胥.物理特性分析仪器及校准仅粹、热学式
`)折

仅器、光学式分折仅器、会‘

线式分析仪器、波谙仪、质碧仪、色谱仅、这式分析仅 .品体振荡式分析仪、泳甥及分落式分

析仪、气敏式分析仪、化学变色式分析仪、多种原理分析仪、环线监翻仪器及综合分析装工、

分拆仪器辅助装工、其他分析仪器。

AC.2100之 分析仪器

试骏机A02】 005

包括分析天平及专用天平、动为测试仅铬、试验箱及气候环境试验设箜 .生物Σ咚辛梦品制多
设备.应变及振动例试仪据、型秒礴造试骢仪器及装费、真空捡涎仪器、文工砚弑仪嵛、买驻

室击压釜、电子可赛性试验设备、其他试验仪署及装丑。
试验仪器及装置A0?lO06

包括液体比重计、玻璃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液体Ik力 计、气体与液体计毋仪表、适度澳

童仅表、产及计数铝、i,贫与里程表、计步器、频闪仅。计笈仪器A021007

包筘齿轮生仪.嫘织挺仪、形位误爰栓蛮仅、角度遗仅`其他堡仅。A02iO08

j

A02081001

A0210

包括金描材料试驻机、非金展材料试验机、工艺试验机、测力仪器、动平彷机、娠动台与冲击

台、磋奖台、元损探伤机、包装件试验I1t、 结构试验机.橡胶初品检湃机狨、其他试验机.

璧 仪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定义采购品目名称采购品目编码

包括钟、寒、定时器、时间记录装工、钟表机心、其他针装及定时仪器。
钟衷及定时仪器

包括效字、模拟仪表及功率计,元件器僻参数罚且仪,时间及频率浏I仪器,网络特性测丑仪

等A02【 I

包括长度计△标准器具、热学计仅标准器具、力学计量有准器具、△具及奋器络 .

计透标准器具及虽具、衡器A02]2

专用设备AO3

包括钻探机、装粪琪充机梯 .矿用装载设备、煤矿生产监演‘监控设备、媒矿防抬水设条 .煤矿

支护装备、撬升、违铺设备和绞车、选矿和洗矿设备、逆块设备、探矿、采矿、选矿和造块设

备、零部备 .其他探矿、采矿、邋矿和造缺设备。
探矿、采矿、选矿和造块设备

^0301

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设备AOsO2

石油和化学工业专用设备AO303

包括炼焦设备、您铁设备、淼镳设各、有色全属冶淼设备、钦合全设备、全属轧栅机械及拉嵌

设备、冶全专用车辆、炼朱和金民冶炼轧制设备簪郯件、其他炼燕祠全属冶炼轧制设备 .炼焦和金属冶炼轧制设备
^0304

包括电站锅炉及辅助设备.汽轮发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馅电线路.配电线路 .变 电设备、

电力专用自动化控剜设备、架线设备、电站浏缀设备、电力工业专用设备零部件、其他电力工

业专用设备。
AO305 电力工业专用设备

包括水泥及水泥制品专用设备、破璃及蔹职副品制造设备、陶瓷制品生产设备、墙梦
、
~靼甲芒

料ˇ石棉、耐火剐品及其他非金憾矿物例晶设备、非全摇矿物切肖刂加工设备、非全舄矿物制而

工业专用设备零留件、其他非全属矿物制品工业专用设备。
非全晟矿物制品工业专用设备A0306

包括核反应堆专用设备、核用扩冶设备.核电站设备、核燃料循环专用设各、核鲂料循环其他

专用设备.核地勘专用设备、核聚变试验装设、撩技术lv帛专用设备、核工业专用设备零部件

和其他核工业专用设备。
人030? 核工业专用设备

包拓飞机、火箭、导弹、卫星总装谭试设备、掸 〈星〉体加工专潜设备、发动机专用设备、常

驳系统专用设备、战斗销专用设备,火工品专再设备、衤刂造地面系统设备专用设备、试验专用

设备.全弹发动机试车台.地面飞行训练器.航空航天工业专用制造设备零部件和其他鼓窄瓴

天工业专用制造设备。

航空航天工业专用设备
`,0308

包括挖掘机裰、铲±运输机捱`工程起重机械.工业车铜、玉实机破`路面及弃护机械、桩工

机被、混凝土机被·凿紫与掘进机械、钢筋及预应力机械、气动工具、装修与高处作业机被 .

王程机掇专用民会作和其他工程机械。
AOeO9 工程机械

包括地拉机.土坡讲整机械、科植施肥机掇.楂物管理机械.齿林挑棣、农作物次林特产品收

获机搽、收获后处理机披、农林产品初加工机械、农硝搬运机枞、排灌机械、农村可再生能源

和用设备、设施农业设备、农摇动力机破、革膘建设机械、蔡料加工设备.备 牧饲养机披、璺

禽产品采集加工机械、水产养殖机械、水产品费捞和采集机械 ,水产品初加工机楸.制网机掇

、农业和林业机披零部件.其他农业和林业机披。

A0310 农业和林业机械

^0311

包括木材采伐和集返机械、木工机床、木质纤露加工设备、人悠顸加工设备、太材:△姨设备、

木材防腐设备、林业生物质工程设备、木材采集和加工机械窨部件、其他未材采集和加工桎槭

食品加工专舅设备

包括制掂机械、禚点花尿及果品加工机揪、菜类食品加工机撤、屠宰.肉食品及蛋品来工机辍
、食品紊煮机楸.食品杀菌器搠、食品均质机、调味品加工机橄、龈头食品生产线、饮食炊事

机械、食品检洒、监翻设备、食品加工专助设备零部件.其他食品加工专席设备。
Λ03】 2

|`0313 饮料加工设备 包括憩瘠设备、元串饮料肺 :设备、饮奉i证π设备零部件、其杞饮料加工设备等。

包括姻用加温加湿机被、烟用解把机板.烟用除杂、筛分机嫩、烟用叶梗分离机获、烟用烘烤

机裰、烟帛预压打包机狨、烟用并 (拆 〉包机裱、姻用。+片 分切机械、烟用切丝机械 ,烟用烘

丝机械、烟用冷却机械、姻用香潲香料调配及加料加香机械、∶烟用压梗机械、烟丝膨胀机揪、

烟丝籀送机棘、再造烟叶机械、煽用卷接机械、烟用包装机械、烟用虑梅成型机、烟用装封箱

桃、馊烟支、烟丝回收装E,烟 草加父机械零鄱件、其他姻茸加工机械。

Ao3;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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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和通信测薮仪器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枪草加工设备



采购品目绵码 采购品目名称 定义

A0315 狼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包括通用清理机槭、碾米机械、面粉加工设备、撺油机梯、抬脂浸出机搦、油脂精炼设备、词
△t加工设备、食品油脂加工设备、粮抽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霎鄱件、其他娘油作物和饲料加工
设备。

AO316 纺织设备
包括化纤机被、棉纺织矾钺、毛纺织机极、獠纺织机械.丝绸机械及绵纺机板、针织机械、染
整机狨、非织造织物设备、毛毯加工机被、纺织设备苓部件、其他纺织设备。

A0317
练纫、服饰、制革和毛皮加工

设备

包括缝纫钱、服装加工机械`羽织加工设备、工业洗`条 机械、刷谁执掀、河帽机槭、制革机掇
、毛皮加工机被、反革例品加工机械、缝纫、服饰、制革和毛皮加工机械餐部件、其他缝纫、
服饰、伟|!布利毛皮、加工机械。

AO338 造纸和印展机械
包括造纸机被、图露制版机械`文字制版机械、照排设备、富文印刷机、缓订机械、效码涮
机、其他印另饣机.铺助设备、造纸纵切机、切纸机、切割机ˇ盘纸分切机.切措光纸机、裁纸
机、其他设纸和印刷展切纸机饿.其他造纸和自襁机攘。

AO3】 9 化擎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包括化学原料药加工机钳、制猁机械、中药机裰.药瓶洗理机械、药用干燥设备、弼药蒸发设

备和浓缩设备、药品专用包装槐裱、粉碎、筛扮设备.化学药品种中药专用设各缪梯件和其他

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A0320

A032001 手术器械

包括基础外科手术器械、显锁外科手术锯撤.神经外科手术器械、眼肛手术器械、亘亵喉科手

术器被、口腔科手术器极、胸盥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腹部外科手术器揪、泌尿肛场外科手术

器械、矫形外科 (骨科)手术器械、儿科手术器棣、妇产科手术器钹、计划生育科手术器板、

注射芽娴器棣、烧伤 〈整形)科手术器槭、其他手术器钺。

普通诊察器械 包括体摄装、Ju压计.听诊器等。

医用电子生理参数检测仪器设

备

包括心电珍姘仪器.脑电诊舔仪器,肌电诊捋仪瞿,眼电诊断仪器,坠护仪器,生理参数馏浏

仪器`生理记录仪器)生理研先实验仪器、气体分析摁定表且,血流量、容堡测定装篮,电子

体温搦定篆里,窀于血压测定装丑,运动生理参数测定装置,·心者诊娇仪器,心缓因仅罂,心

输出盘溺定仪器,其他妖用电子仪器。

AO32003

医用光学仪器 包括限和光学仪器、手术显锒锇及放大银、其他医用光学仪捞 .

AO3200弓 医用超户波仪器及设备 包括超声诊断仪器、超声治疗设备、其他医用建产仅路及设备 .

包括激光仪器.激光检测仪器、其他医用特光仪器及设各 ,Λ032006

包括硬式内窥铙、纤维内窥挽、蹂麋窍窥绫涔戚设备、其他医用内窥锐。Ace2oo` 医用内窥铙

包括电疗仅器,馓拨及射颊治疗设备,光疗仪器,水疗设备,体疗仪器,商 、低压欲仓,熔疗

设委‘热疗设备,磁疗设备,其他物理治疗,康复及体薄治疗仪器设备 ,
A032008

物理活疗、康复及体有治疗仪

娶设备

包控中医诊新设备、甲医治疗设备、中医预防、雍复设备、其他中医器械设备。由医器械设备A032009

包括班共振成像浆里`其他医用磁共获设备。AO32010 医用磁共振设备

包括通用X线诊断设备、专用X线诊断设备 数字化X线诊断设备、X线 矫层珍新设备.X线电了计

算机断层拍牡装宝、其他露用X线设备。AO320:∶ 医用X线设备

包括医)·lX线附属设备`噪用钐像显示器、其他医用溅 驸属设备及部任。医用X线附属设备及部件A032012

包筘医用商能射线治疗设备、X线洁疗设备、其枉医圉海舵射线设备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AO32013

包括核医学诊断设备.核医学治疗设备、医用核素栓凳设备、其他核医学设备‘
核医学设备

包括医用射线防护用其及装置、其他医用射姓防护材料和设备。医用射线舫护材料和设备AO32015

包捐医用射线专用检测仪器.其他医托射线监检氓|设备及用具。AOe2o16 医用耕线监检测设备及用具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

医疗设备

^032002

AO32001

医用檄光仅器及设备

A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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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采购品目名称采购品目编码

包韬免痰学设备,生化分板设备,铱生物学设备,细胞核组织培并设备,血液学设备,输皿设

备,尿液化验设备`癀理学砦具、设备‘实验室辅助器具、设施及设备,特殊实验设备`其他

临床检验设备,

临床检验设备人03201?

包括药品贮藏设备`药房设备、由药制备设备及器具、其他药房设备及器具。
药房设备及器具AO32018

包括人工心肺机、人工心肺设备、皿浓透析装狂、血液净化设备辅助装置`披腹透析装工、人

工肝支持系统、其他体外循环设备.体外循环设备AO320;9

包括人工心脏蒋膜、人运管腔.人工摇爸`器合缺损掺补材料、其他人工脏器及功能辅助装叠

人工脏器及功能辅助装工A03202C

包括暇澄、其他瑕肢装置及材料。假肢装工及材料A03202:

包括心脏急救治疗装罡、通厅手术台床、专科诊疗台床、手术电刀设备.麻醉设备、呼吸设备

.手术照明设备`吸引设备、冲洗漱玉器具、手术及总救器具、其他手术急救设备及器具。手术急救设备及器具
^032022

包括=腔综合治疗设备.牙甜犄.技工室器具、技工室设备及配件、田腔功能推测设备及器具

、牙种植设备及霞件、其他n避科设备及技工室器具。口腔科设备及技工室器具A032023

包括护理用设备及器具,输掖设备及器具,医鹿锭气、镛气装王,病房衅加设备及器具,器械

台、柜等器具,医用旅车及器具,病人生活居秦、钽架及器具,梦儿保育设备,医院通讯设

备,医用制气.拱气、吸气装置,其他病房护理及医院通用设备。
病房护理及医院通用设备A03202‘

包括斥刀蒸汽灭菡设备,医用超声谈净化设备,煮沸捎备设备,气体灭菡设备及摞具,光线 .

射线灭茵设备,医院环保设施.供应室设备,其他消毒灭商设备及器具。捎毒灭菌设备及器具AO32025

包括医用低撮设备、医用冷疗设备、其他医用低温、冷疗设备。医用低温、冷疗设备

^03202G

包括医疗箱类 ,急救盘类,急救包类,防奋设备及器具.其他防渡、防护卫生装备及器具 ,

防疫、防护△生装备及器具

包括电子助视器、助听器`轮椅、其他助致器具。助残器具AC32028

包辂脊柱粮入材料.人工关节材珞,雹刂伤想入材料、瞒助材料、其他骨科衬社。骨科材料
^032029

包括血管介入、旌入材料.·心脏除藤、起梅器、其他介入诊l好和治疗用材料.介入诊断和治疗用材料AO32030

包括舍医用电子诊断设备、坡黹组织抵碎机、痰蕊冷冻干燥机、动物痰瞒防治设备、其他兽医

技备 ,
离医设备

指复合手术军的整体建设,包握慈疗设备购置、安装以及相关装修改造 .

^03209901
整体复合手术室

包韬电工专用生产设备、电池生产专雳设备.吧子】∶业专用生产设备、家席电器专用生产设备

、电工、电平专用生产设备簪部件、其他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0321

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包括煤矿安全设备、非搽矿山安全设备.危险化擎品安全设备、烟花烙竹行业安全设备.公路

行业安全设备、铁路行业安全设备、民航行业安全设备.应急救攘设备类`安全生产设缶等部

件中其他安全生产设备‘
,`C)322

包菇郁敢内苗处理设备、邮政营业投递设备、邮政除尘设备、邮政清洗缓补设备、郎苡倦汇设

备、邮政专用设备零部件、其他邮政专用长备 .

人Os23 郎政专用设备

.`0321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包括除尘设备、脱磙设备.浪礴设备.除油除雾设备、挥发性有机废气滂化设备、其他大气污

染防治设备。

水质污染防治设备
包括匿体漱体分藩设备,物理、化学处理设备,生物化学处理设备,薄发法热处理设备,油污

染防治女备,气净处理设备,再 生水利用装殳,其他水质污染肪诒设备。

AO32403 窗体废弃物处理设备
包括输送与存储设备、分选设备.嵌碎压缩设备、焚饶设备.无害化处理设备、其他遇体班车

物处理设备。

1``^ I△ i ˉ

AC3202。

A03203】

安全生产设备

AO32401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

A032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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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消者设备、厢者设备、其他噪声控钒设备。噪声控创设备AO32404

包括大气监测装曰、水质监演装度、噪音与振动监淝装王.电磁钰射监腰1浆丑`电潜辐射监翻

装△、其他环保监踟设备.
环保监测设备AO32众 05

政法、检溜专用设备A0325

包括胳肪灭火设备、迅土避难设备`消防侦检设备、抢险救凝设备.谪防人员防护设备 .火灾

自动报f设备、消防产品现场检槲设备、廷筑消防设施检测设备、捎防安全检潞设备.其他消

防设备。
消防设备AO32501

包括交通指挥监控系统设备.戍奎信号灯及控制设备.交通执法取证设备、交通I故幼察和救

援设备、车辆检捉设备、姑驶员考试lg设备、其他交通管理设备,交通管理设备AO32502

包括医学检验鉴定设备、物理化验检验鉴定设备、痕迹检驵鉴定设备.物证图像采奂处理设备

、文件拴骏鉴定设备、指纹检验鉴定设备.诼炸物裣驻鉴定设备、电子物证检验鉴定设备、声

纹枪殓鉴定设备``心理测试设备`备品检查设备、其他物证梭验拴定设备.
勒讶检验签定设备AO32503

包括行李包畏检查设备,货物检查设备.车辆检查设备,食品棺杳设备,人员检查设备,公安

专用监视设备,推害设备‘大型祭装箱梭意设备,其他安全、检查、监视、报备设备。女余、检查,监视、报甘设备A032o04

包括俎炸物探浏设备、饬尿设备、排好设备、储运设备、其他淫炸物处理设备。
爆炸物处王设备A032505

包括技术侦查设备、技术取证设备好。
技术侦察取证设备

位括‘棍、手铐、脚铵、强光手电.备用浏式刀具.约束装备、害绳,珀务装具、备诎专用担

、催涓喷射器、耽垂对网器、其他击础设备.营掖设备AO3z60?

包括防暴枪.麻辞枪.信号抢、训练枪`枪支时件.其他非杀伤性武锯。
非杀伤+L试赛人032508

包括防护装备`防裱装备好 ,防护防暴褒备A032sO9

包括出人境榆

出入境证件自

首台设备、出人唼自助通道设备、出入境证件查骏设备.出 入投证件制作设备、

助受理设备`出入歧证件自助发放设备、电子护照、其他出入淡设备 ,出入瑷设备

^032510

包括网络侦捡设备、网络临侦设备.其他网络监察设备。
网络监察设备人032511

、破冰机抵、水利润门启掰机、水工机撤钅菡件 .其他水工机械 .

包括漓淤机械水工机械A0326

包括火化设备、联仅设备及用品、联乒设备零部件、其他殡奔设备及fe品 .

取葬设备及用品A0329

色拓抚车、客车.货车、
^型

养路机掇、铁路专用设备、铁路专用

设备 .

设备备部任、其他嫉路运输

铁路运输设备A0330

包括货船、客船、拖船、驳船、渔船、海洋、内水调查和开发难、电烹作业和海底讠程作业始

~沱泥、打桩船 ‘驳〉.起至船和田胎、水面工作船、特种作业船.巩动船 .浮船坞、码头和

维修
=作

船、船锥制造专用设备、落水设备、航标设施、航标灯.闪光器 .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零部件、其他水上交避运锸设备 .

水上交篮运输设备Ao331

包括匡定灰飞机、直升机、专用飞机`飞行器、 `机络侈设备、航空港专用设备、机场地面特

种车辆、火伤及发射.维护设施.人造卫星`抗帘器零部件、其他祯空器及其配窖设备。
肮空器及其配套设备人0332

包括农林牧油专滞仅务、地质拟探、钻采及人工地展仪辱、地展专甲仪捣、安全用仅錾、大坝

观窗仪骆、电站热工仪表、电力数字仪表、气象仪器、水叉仅滏设备`翮绘专用仪器`天文仅

器、教学专用仪器、核子及核锾衍猁至仪器.航全仪器、铰天仪器.船艇专用仪器、纺织专用

仅锦、建筑工程仅齑、汽车托拉机仪农、动力罚且仅锯 `·=及
仪器、生理仪器、专用仅蹬仪表

瑶部件和其他专用仪器仪表 .

专用仪器仪表A033‘

迄设,包韬专用设备购里、安装和厢关的配奎绨修改造和环歧避设.

指实验室至体实验室建设八0334】 2

文艺设备
^o335

打击乐器、键盘乐卺`乐器辂助

`fi品

及配供、其他乐器。
包括弓弦乐器.符 乐器乐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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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品目编码 采购品目名称 定义

A033sO2 演出服装 包括戏剧服装、舞蹈覆装.其他滚出服装 ,

AO33503 舞台设备

A033504 彤剧垸设备 包括自动售票系统、观众座椅、电钐放映设每`其他形剧院设备 ,

A0336 体有设备

包括田委设备、径:设备、球类设备.体操设备、举重设备.游泳设备、趺水设备、水上运动

设备、潜水运动设备、冰上运动设备、雪上运动设备、射戒l设 备、击剑设备、射箭设备.心托
车运动设备、自行车坛动设备.要车运动设备、安马和马术运动设备、李舀、动争道设备、挣
跤、柔道设备、该打、鼠术设备、镇牌类运动设备、钪椟、I海椟及其他极烫设备、垂钓器具和
用品、登‘u设备、挺身设备、话动康生设备、残疾人韩育及训练设备.体育运动线助设备、体
△设备钅附件和其他体有设备.

A0337 蜈乐设备
包括成套游乐场设备、一般游乐场设备、窖能游艺设备、博弈设备、彩票销备设备、卡拉OK设

备、扮戏游览用车、船.活动铭助设备.娱乐设备零附件、其他娱乐设备.

A04 文物和陈列品

八05 因书和档案

普通图书 包括节每、课本、词典、百科全书.午挖及系列丛书、儿正国画书及诛色书、地图册、图表象
和其他图表书络 ,

A050103 电子图书
包括电子书铨、设不、电子词典、电子百科全书、电子年鉴及系列丛书、电子儿童图画书及涂
色书、电子地图册、图寒祭和其他留表书籽。

AOs02 资料 包括特种文献资料、缩锒资料、视听资料、机读贸科、其他资料 .

A0503 档案
包括纸质挡央、声母挡案、照片裆聚`底圈、电子挡案、络馕胶片档案、实物柏炙.其他档案
资料 ,

AO6 家具用具
包括床类,台 .央类,将奖类,沙发类.柜类,架粪.屏风类,厨工用具,组合家具.家 用家
奥零配件和其他家具用具,不包括

“A0204图 书档案设备
”

里的品日。

A069901 办公家具 日常办公使用的露其用具.

A0699·02 专用家具

A07 纺织原料、毛皮、被服装具 包括纺织用料.皮革.毛皮等用料和被嵌装其年.

^0?030jOl
钊服 统一·有装、规定样式的栅放瑕装,

A03 印刷品 包括非定利的审证、磬据、本册、英她印剔品的成晶‘

^09
办公消耗用品及类似物品

AO00: 纸制品、文具及办公用品 包括复印纸、信纸、信封窍 .

AO00101 复印纸 包括再生复印纸 ,

人0903 硒鼓、粉盒 包括表粉盆、扮宝、喷墨余.a水盒、色带.

A:o 蓬鼓建材
包括天篆石料、木材、板材等.非全涵矿物材料.恩色全底冶炼及

`±

琵产品、有色全属治烁
压延产品、建筑涂料、娃筑物、柏及物附展结构 ,

A11 药品类 依法实施政府采购的药品.

A12 农林牧渔业产品 包括特和用途动、植物、农产品、林业产品、镝养动物及其产品和渔业产品.

A13 矿与矿物 包括煨炭采地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器色全珉矿、有色全展矿和非全唇矿 .

∴14
电力、城市娴气、燕汽和热水

、水
包括电滋、镣笨、水煤气、发生炉嫉气和类似的可锸气、嚣汽和热水和不 ,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包括】台机械系统,露布系统,舞台灯具及辅助设备,舞台者嘲设备,活动舞台,痰彤、木偶
、追具、布只、舞台用地胶,其他舞台设备,

办公家具以外的象只用具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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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采购品目编码 采购品目名称

A:5 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

A15Cl 农副产品

是格由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副产品,包括农、林.牧、副.渔无业产品,分为粮食、经济作物、

竹木材、工业用油及漆粳、禽畜产品、蚕茧蚕丝、手绨采、干鲜某及调味品、药材.土副产品
、水产品等类别.

鏊诎化学品及相关产品

久18 橡胶、塑料、玻璃和蹈瓷制品 包括糠胶制品、塑料斛品,半成品及辅料、玻璃及其制品和的爱制品。

A19 无形资产 包括全融资产和负梭、非金融无形资产 ,

A9999 其他货物 是指以上未列明敬货物‘

R
一 工程类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拆除工租.BO303

与建筑物、构策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悔.1)程 ,Bla7 装修工程

修缮工程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匆
′
他先关的修缮工程 .BO8

招标投标工程 适濡招标投标法的建设工税 .

指除串独的拆除、装修、侈塘外·依法不进行招林投标的其他避设工榷。其他建设工程B99

〓
0

指为揭示客观孕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雨进行的理论研究和试骏开发服务,包括社会科学研先和

试验开发、自然科学研究和斌验~开发、工程学研兜和试验开发`农业科竿研究和试验开发、医

芋研宄和试验开发、其他研究和试验开发服务 ,

COl 科学研究和试验开发

指为用户提供开发、应用信息技术的服务,以及以信息技术为手级支行用户业务活动的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指专门从丰计算机软件的程序缭制、分析等盟务,包括筌础软件开发服务.支扭软件开发服务

`应用软件开发服务、嵌
'`式

软件开发服务、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服务、其他软件开发服务。C()201 软件开发服务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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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信息锋午成到相

互关联的、绕一协调的系统z中 的银务.包括基础环境荣成实施服务、硬件粜成实施服务、软

件集成实施睡务、安全集成实施服务、其他系统褒成实施服务.

∞ 2)2 信息系统集成实施服务

以服务采购为主的亻商息系统建设项日,包韬软件开发 〈购E)`硬件购王以及所需的配啻维修

改造和环境建设 ,
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类 )CO20299

推向用户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整娌、计算、存储等加工处理服务,包括存储服务、数据

加工处玛服务、数字内容加工处理服务、其他效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指提供分布式计算、效用计箅.负锇均衡、并行计算、网络存缝、熟备份足杂和虚拟化等计算

机技术服务,以按锥分配、弹性扩展的方式获待所需的计算资源与能力的服务.云计舁服务

指依据露家有关法律法规、鼓,RI“^准 和信息系续王程监理合同,由独立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监督

皙理信息系统工程项国实施的服务,包括通用布缆系统工程监理、龟子设备机房系统:I程监理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鉴馊、软件工棱监理、l言 息化工程安全监粤、信息技术肱务△属 监瑾·信息化工程监理服务CO20准

~13-

定义

A17

包担无机基猢化等尿斛、有机化学原料、资全展化合物.相关基础化学品.化学坭料、有机肥
料及钕生物肥料.化学农药`生物农药及徼生物农药.涂料、油墨及类似产品、颜料、染料类

`密封用双料及类似品、合成材料、化学试剂和助刹、专项化学用品`林产化学产品.炸药,

烟火及火工产品、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抖、动韧炭黑、动物胺及其衍生物、焊接用制品 .

工业特洗魏、香料、番烯、其他化学制品.化学纤绵舄浆柏.人造纤缝 (纤维素纤维〉、合成

纤维`化学纤线加t丝罅.

拆除工程

Bio

服务类

CO?

CO203

CO20399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定义采购品目名称采购品目绑码

指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对软件、硬件、网络、质盘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信息

技术服务管理及信息安全管理够,是 否满是规定要求而进行的测谈·评估和认证服务.测试评估认证服务CO205

指为满足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及优化改进的要求,对用户榕息系统的基础环烧、硬件、软件及安

全等提供的各种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包括銮础环境运维服务、硬件运维眼务、软件运维服务

、安全运续掇务、其他运行维护服务.

运行维护服务

指向用户提供粗用软件应用系统、业务平台、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络的部分或全都功能的服务 ,

配备操作人员或维护人员,包括软件运啻服务、平台运啻服务、壅础设施运营服务`其他运营

服务。
运营服务CO20?

指在伟息资源开发利展、信息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建设、技术艾拧簿方面向用广提供的管理盛

技术咨询服务·包括信息化规划服务、信息系统设计服务、信息技术管锲咨询驳务、其他信屈

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CO208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瑕务CO3

包括荃础电信服务、增值电信服务等。电信服务CO30:

指利用接入服务器种格政的软硬件资源建立业务节点,并利帮公用通信基础设施将业务节点与

互露.网骨干网相连接,提供接入互联网的服务 .
互联网接入服务CO30102

指通过互联网提供佗息的款务,包括各荷互联网的运营、数据库管理服务、其他互联网信忌殿

务。互联网信总服务CO302

指人造卫星的电信服务和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包括卫星通信膝务:卫星围际专线淼务;卫星广

播电视信焉钓传辐、扳施与接收服务;卫墨广播电视传输、获盖 .ˉ接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

试.测 试、监翻好服务:其他声谐、数撑 .文本、视听留象信号的卫星通信传输 .

CO303 卫星传轸服务

租赁服务CO4

包括乘褶车 ,船胎、飞机等租赁服务。车辆及其他运输机械租赁服务

指机械设备的修理和保莽服务。CO5 维修和保莽服务

包括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车辆力E酒 脓务、奉辆充换电般务和英化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CO50s 车辆维修和保貉服务

包括载货汽车、汽车去车、乘用车等车辆的维够和保养服务.车菘缝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敏货汽车、汽车生车、乘用车等车辆的加瘤服务.CO50302

包括电动鼓货人车`电动汽车挂车、电动乘用车等车辏 (含茹电式漉动汽车)的充电和决电肥

务。CO弓 0303 车辆充换电服务

医疗设备维修和保芥服务 包括手术器械、螫遇诊察豁祓、医用电子生理参数检溆仪器设备等的线修和保莽蹑务。CO505

家具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床类、台桌类、板菀类等的缝掺和保养服务。CO506

空调、电样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家用制冷空调、毛据等的维修和保养骧务‘CO50`

CO6 会议和展览服务

括各类大、中型会议提供全程策划执行的一̂个 综合佳襁务。包括全援或区该党代会、人代会、

政协会等大型会议服务以及研讨会、表彩会等 ·殷会议服务,包括与去议相关的住宿、磴饮牛C0o01 会议服务

展览胀务
包括梅览会、专业家术产品展览、生活峭费品展览、文化产品展览以及其他会展的展台措建.

展位制作等服务。
C0602

CO’ 住宿和餐饮服务 与会议无关的单独的住宿、絷饮 ,

CO.8 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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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加油服务



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

定义采购品目名称采购品目编码

指律师、非往师法律工作者`法律专业人士 (包括法人内都在职人员、退、离休政法人员等)

或相关机构以其法律知识和技能为法人或自体人实现其正当权益、提高经济效益、势除不砝佼

吾.防施法律风险、缓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提供的专业活动,包括法审诉讼服务、法馆咨询服务

、法律援助服务、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法律文件代垣胺务、公证银务、仲城服务ˉ调锣服务.

其他法律照务。

法律服务CO80】

包括财务报表绞树垠务、记账服务、其他会计服务.会计服务CO802

指向第
=方

机构购买的审计.绩效△耳l价 、檎奋、考核等服务.审计服务CO803

包括资产评估 〈不动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评估).描置熙务 (含新旧汽车的评估

服务)、 其他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CO805

括在报纸、期刊,户 外路将、灯栩、格☆、互联网、通讯设备及广播电形电视署好个上贷划树

作的直传服务,包括广告淝作服务、广告发布服务、广告代理服务、其他广告服务。广告服务CO806

指获取关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问跑的民t谘息的服务,包括市场分析调查、统计咨询与

调查限务、社会及民忠Ⅱ帝服务、其蚀市场调查和民卷浏验服务 .CO8C’

包括政变和战略的总体短划咨询服务、其他社会与于理咨询胳务.刁`包括信息鼓术夸掬瑕务.

法律潜淘娥务、】程咨询服务等专项咨询浓务.社会与管理咨恂服务COsO8

指为求职者寻找、选择、介绍、安△工作,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鉴定及其他

职业中介殿务.包括职业介绍瑕务.提供劳动力服务、残疾人就业技务、外企劳务介绍服务、

人才中介服务.劳务沉沦服务 (劳务线外派送服务、抚内企业劳务派出厣务).就业调查服务

.职称考试股务`职、业技术考核艰务、职业技术鉴定服务.职业畜掏服务.其他职牧中介服务职业中介服务CO80g

指为社会提供专业化的安全防范服务,包括保安服务、其他安全保护服务 ,

安全服务CO8∶ 0

指对避敏物内外J8、 拔第黎堪、地面、天花板及姻自的专项群洗尿务,包括趁级物外泪洗昭务

、建筑物内柑沽服务、姻囱泔沅服务、雉筑物爸遭硫姐 .消浩与消馆服务 .CO811

包括人假设肜服务、广告及有关苏彩服务、活动极形赧务、特技捞肜服务`照片的燔复、△例

和够版服务、照片冲洗加工服务、其他播彤服务 ,

不包括遇讯社服务,照相炭例镪务.卫星的强彩泖△记录和故捃收奂,电影、录俅制品和电视

节目创作的加工服务.

掇影服务CO8】 2

印刷和出版展务CO8】 0

拓本单位不能承担的印刷业务。
印刷服务CO8】 401

包韬图书出版殷务、报纸出版服务、期刊出版服务、其他出版眼务。

不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好的印别和销售。出版服务COs】 402

专业技术服务CO9

包括人地批0欢务.豺绘靛空敬彤服务

、行政区该界线罚绘服务、地理信息系

总服务.地络浏绘服务、房产恻绘服务

囡编制能秀、晚这滩 服务、导航及位

务、其他测生、测绘服务.

、交杉榔I与遇

统工程猴务、地
测绘服务C0904

指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科学研充迸行地质

勘索、垂础地质勘耷、地质勘查技术服务 .

捌试、监浏、评估舒睬务·包括矿产地反
劭脊、

地质勘测服务CO906

工程咨询管理服务Clo
计 基眼蔚 咨询的等估 设济经 评型行 性可技犋 术涉指 及工设计前咨询服务ClOOl

土工掘劫架、设计、物资涮试梭翔监测,水文地质勘察.1霆测直锊工程贽亲服务.

包括岩
=捏

勘探服务ClO02

包括设il图 纸绘制 .成本眼俐·施工计划午白
工程设计服务ClO03

招工程内都兮伺的规划设计瑕务 ,

装修设计服务ClO04

市场调备和民恿氓j验服务

莲筑物清洁服务

拜确形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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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采购晶目编码 采购品目名称 定义

ClO06 △程监理服务
指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承担英项日管理工作,并代表建发单

位对欣迭单位的每设行为避行监控的专业化服务 .

CiO08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对进设项目的报资估箕、报预算的缉制与审馁、合同价款的确定与调姣、工程结午及歧

=结(决 )葬报告的绔制与审核进行全过程或苍+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Cl] 水利管理服务 包括防洪管理服务、水资源管理服务、其他水冠噔理殷务,

C12 房地产服务

C1202 房屋租赁服务 指住宅`办公楼.仓库铮房屋租赁露务 .

C1204 物业管理服务
本单位物业管理服务部门不能承担的办公场所及其他公用场所水电供应维护、设备运行.il窗

保养维护、保治、田林缘化好的管理服务 .

C13 公共设施管理服务

C1301 城市规划和设I|服务 指对城市土地、垂础设施、园杯箸进行规划利设计的服务,

C1302 市政公共设施管用服务
指城市污水排放、雨水排放、路灯、道路、桥梁、陡道、广场、涵洞、防空等市政设施的维护

、抢险、紧急处理、管理等服务,包括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服务`诫 |节 照明设施营遑服务、摇市

道路、桥梁、隧过设旄皙及服务、其他市政设施省理服务 .

C1303 田林绿化管理服务

指昆林缘化的管理服务,包括草坪管理服务、鲜花苕鬯疑务.树木管理服务、唯位附属绿地、

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屎林地的笛理服务.树木、草坪病虫防治管理服务、其他园林绿化管
理服务 .

Ci304 城市市咨管理服务
包韬城市户外标志管亵服务、圾市为冢照明蜇理服务.城市市容协调检蛮服务.其他城市市容
管理服务。

C15 金融服务

C1500 包括财产保险服务、tR!动车保险服务、人身保险和其他保险服务‘

C15010201 机动车保险服务

Clδ 环境服务

C1601 城钿公共卫生服务 包括清扫服务、垃圾处阍服务、公共厕所糨务和其他蛟铰公共卫生服务 ,

C1602 水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污水治理及其再生利用服务,胺铰水戏治理服务.海洋水域污染治缓稷务、汪.湖治理投
务、水库污染治理服务.地下水污染治理服务和关他水污染治刀服务。

C1603 空气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大气污染治理跟务.汽车尾气污如治理服务.娴烧炽烟污染治理服务、制造业废气污染治
瑚腿务、工矿粉尘

`x·

桀治理服务`建筑工地动尘污染治理服务和其他全气污染治理服务,

C1604 噪者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俐造企业噪音污条治理服务、建筑工地噪音污染治理服务、交通噪音污绘后理服务、生活
噪音污染诌理服务i其他噪者污染治理等技务 ,

C1605 之险废物治理服务

包括医疗和药物废弃物治理服务、化工产品废弃物治理服务、矿物油废弃物治理服务、金挺矿
物质变废弃物治理骰务、废旧机械设备治理服务、非全尼矿物质变废弃物治埤服务.工业获彘
残潦物治理嵌务、诼炸惟厥弃物抬理服务和其他危险废弃物治理服务 .

C:eO6 其他无害固体废物处理服务 包括无客废抖服务收失和运确和焚烧处理服务及其他垃圾处理服务。

C17 交通运输和仓储服务
包括铁车运铝、道路运咄.奴市公共交通、水 t运辅、航空运铀、航天运辕`管道运动、装卸

、仓锯服务、其他交还迄缁、仓馅服务。

C18 培训服务
指委托第三,ˉ 开展的学前教有恩务.初每级△殿务、中等以有服务、南篝敬有取务、成入教r
胚务、专业技能培训服务、特诛教0破务和其他嵌官朋务等 .

C19 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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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2021年版)

定义采购品目编码 采购品目名称

包括键康检杳服务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C1901

包括收容收齐服务、社会救济胺务、蔬业甘鼓务、其他社会服务,社会服务C1902

文化 `体育服务C20

包括广将服务.电视服务、电影糕务.者伫耕作服务.广为电枕传输裰务。广播、电视、电彩和音像服务C2002

包括艺术创作和表演踉务、艺术表演场馆裰务、图半海和销案栋腰务、文物和文化保护服务、

博物馆瑕务、烈士较匮和纪念铝服务.群众文化活动服务、文化艺术经纪代理服务.其他文化

艺术服务.

文化艺术服务C2003

包括体育组织服务、体商场饺缀务和其妞体合服务。体育熙务C200‘

包韬农业服务.林业服务.畜牧业厢务、渔业服务和其他农林教到渔服务。
农林牧副渔服务C21

指以上未列,;的服务项日.
C9·9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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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 2月 24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