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品目指导目录（2023年版）

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A 货物

A02021301 碎纸机

A02050400 锅炉

A02051227 电梯 包括载人电梯、载货电梯、载人、载货两用电梯、消防电梯等。

A02061806 空气净化设备

A02061818 饮水器 包括净水机、软水机、纯水机等。

A02061819 热水器
包括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集热系统、电热水器、非电热的快速热水

器或贮备式热水器等。

A02061900 照明设备

A02100100 自动化仪表

A02100200 电工仪器仪表

A02100300 光学仪器

A02100400 分析仪器

A02100500 试验机

A02100600 试验仪器及装置

A02100700 计算仪器

A02100800 计量仪器

A02100900 钟表及定时仪器

A02110000 电子和通信测量仪器

A02120000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A02220000 农业和林业机械

A02230000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A02240000 食品加工设备

A02250000 饮料加工设备

A02270000 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金属

A02310000 化学药品和中药设备

A02320200 普通诊察器械 包括体温表、血压计、听诊器、诊察辅助器械等。

A02320900 中医器械设备 包括中医诊断设备，中医治疗设备，中医预防、康复设备等。

A02322000 药房设备及器具 包括药品贮藏设备、发药机、摆药机、中药制备设备及器具等。

A02322300 假肢装置及部件 包括假肢等。

A02322700 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

包括护理用设备及器具，输液设备及器具，医用供气、输气装置，病

房附加设备及器具，器械台、柜等器具，医用推车及器具，病人生活

用车、担架及器具，婴儿保育设备，医院通讯设备，医用制气、供气

、吸气装置，注射/穿刺器械、止血器具、清洗/灌流/吸引/给药器械等

。
A02323000 防疫、防护卫生装备及器具 包括医疗箱类、急救盒类、急救包类、防毒设备及器具等。

A02323100 助残器械 包括电子助视器、助听器、轮椅等。

A02323400 兽医设备
包括兽医用电子诊断设备、疫苗组织捣碎机、疫苗冷冻干燥机、动物

疫病防治设备等。

A02400000 殡葬设备及用品

A02450200 演出服饰 包括戏剧服装、舞蹈服装、演出饰品等。

A02460000 体育设备设施

A05010000 家具

A05020000 用具

A05030301 制服 包括执勤服类、作训服类、功能服类等。

A05040100 纸制文具

A07010000 建筑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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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A07030000 农林牧渔业产品

A07080000 基础化学品及相关产品

A07090000 橡胶、塑料、玻璃和陶瓷制品

B 工程

B01000000 房屋施工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房屋施工工程

B02000000 构筑物施工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构筑物施工工程

B03010000 工地平整和清理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工地平整和清理工程

B03020000 土石方工程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土石方工程

B03030000 拆除工程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拆除工程

B03040000 工程排水施工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工程排水施工工程

B03990000 其他工程准备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其他工程准备

B04000000 预制构件组装和装配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预制构件组装和装配工程

B05000000 专业施工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专业施工工程

B06000000 安装工程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安装工程

B07000000 装修工程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修工程

B08000000 修缮工程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修缮工程

B09000000 工程设备租赁 ( 带操作员) 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工程设备租赁 ( 带操作员)

B99000000 其他建筑工程 依法进行招标投标的工程

C 服务

C02060000 培训服务

包括外语、计算机及网络、汽车驾驶、飞行驾驶、农业使用技术、武

术、缝纫、烹调、美容美发、艺术、职业技能培训及机关工作人员技

术业务培训服务等。

C03000000 就业服务

C04000000 医疗卫生服务

C05000000 社会服务

C05040000 安全服务

C06020000 广播、 电视、 电影和音像服务

C06030000 文化艺术服务

C06040000 体育服务

C06050000 娱乐服务

C07020100 水污染治理服务

C07020200 空气污染治理服务

C07020300 噪声与振动污染治理服务

C07020400 危险废物治理服务

C07020500 无害固体废物处理服务 包括无害废料服务收集和运输和焚烧处理服务及其他垃圾处理服务。

C09000000 农林牧渔服务

C11010000 工程勘探服务
包括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资测试检测监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

测量等工程勘察服务。

C11020000 工程设计服务 包括设计图纸绘制、成本限制、施工计划等。

C11030000 装修设计服务 指工程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服务。

C12000000 水利管理服务

C13010000 区域规划和设计服务 指对城市及农村等土地、基础设施、园林等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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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C13020000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服务

指污水排放、雨水排放、路灯、道路、桥梁、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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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设施管理服务：污水、雨水和其他排水设施管理等服务；

——照明设施管理服务：道路照明设施，社区、街道照明设施和其他

照明设施管理服务；

——道路、桥梁、隧道设施管理服务：道路设施、桥梁设施、隧道设

施、行人过街天桥设施和行人地下通道设施等管理服务；

——其他市政设施管理服务：广场，路标、路牌，防空设施，地下公

共设施和其他市政设施管理服务。

C13030000 园林绿化管理服务

指园林绿化的管理服务，包括：

——草坪管理服务：草坪维护和其他草坪管理服务；

——鲜花管理服务：鲜花栽培、鲜花布置和其他鲜花管理；

——树木管理服务：树木保护和其他树木管理；

——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的管理服务；

——树木、草坪病虫防治管理服务；

——其他园林绿化管理服务。

C13040000 市容管理服务

包括：

——户外标志管理服务：象征标志建筑、雕塑、宣传标牌、宣传画廊

和其他户外标志管理服务；

——外景照明管理服务：建筑物照明，广场、草坪照明和其他景观照

明管理服务；

——其他市容管理服务。

C13050000 城镇公共卫生服务

C15000000 交通运输和仓储服务

C16010000 软件开发服务 指专门从事计算机软件的程序编制、分析等服务。

C16030000 数据处理服务
指向用户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整理、计算、存储等加工处理服

务。

C16050000 信息化工程监理服务

指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合同，由独

立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工程项目实施的服务，包括：

——通用布缆系统工程监理；

——电子设备机房系统工程监理；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监理；

——软件工程监理；

——信息化工程安全监理；

——信息技术服务工程监理。

C16060000 测试评估认证服务

指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对软件、硬件、网络、质量管理

、能力成熟度评估、信息技术服务管理及信息安全管理等，是否满足

规定要求而进行的测试、评估和认证服务。

C16070000 运行维护服务
指为满足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及优化改进的要求，对用户信息系统的基

础环境、硬件、软件及安全等提供的各种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

C16080000 运营服务
指向用户提供租用软件应用系统、业务平台、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等的

部分或全部功能的服务，配备操作人员或维护人员。

C16090000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指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建设、技术支撑等方面

向用户提供的管理或技术咨询服务。

C17020000 互联网信息服务

指通过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服务，包括：

——各种互联网的运营：网上搜索、网上新闻、网上软件下载、网上

读物、网上电子邮件、网上论坛、网上信息发布等；

——数据库管理服务：数据库联机服务、其他数据库服务；

——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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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C19040000 测绘服务

包括：

——大地测量服务；

——测绘航空摄影服务；

——摄影测量与遥感服务；

——地籍测绘服务；

——房产测绘服务；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服务；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服务；

——地图编制服务；

——海洋测绘服务；

——航道测绘服务；

——导航及位置服务；

——测绘基准服务；

——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服务；

——测绘仪器装备检测检验服务；

——其他测量、测绘服务。

C19060000 地质勘测服务

指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科学研究进行地质勘查、测试、监测、评

估等服务，包括：

——矿产地质勘查；

——基础地质勘查；

——地质勘查技术服务。

C20020400 职业技能鉴证服务
指对劳动者从事某种职业所应掌握的技术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做

出客观的测量和评价的服务。

C20020500 工程造价鉴定服务

指依法取得有关工程造价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针对某一特定建

设项目的施工图纸及竣工资料来计算和确定某一工程价值并提供鉴定

结论的服务。

C20020600 工程监理服务
指具有相关资质的监理单位接受委托，对工程建设实施监控的一种专

业化服务。

C20020700 资产评估服务

指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对不动产、动产、无形资产、

企业价值、资产损失或者其他经济权益进行评定、估算，并出具评估

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

C20030400 社会与管理咨询服务 指政策和战略的总体规划等咨询服务。

C20030500 工程设计前咨询服务
指涉及工程技术可行性、环境影响研究、经济型评估等设计前的咨询

服务。
C21020000 房屋租赁服务 指住宅、办公楼、仓库等房屋租赁服务。

C21030000 房地产中介服务

指具有专业执业资格的机构在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交易等各个

环节中，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包括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估

价和房地产经纪等。

C21040000 物业管理服务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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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2010000 会议服务

C22020000 展览服务 包括展台搭建、展位制作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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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C22030000 住宿服务

指提供临时住宿的服务，包括：

——旅游饭店住宿服务；

——一般旅馆住宿服务；

——其他住宿服务。

不包括提供长期住宿场所的住宿服务。

C22040000 餐饮服务

指将烹饪、调制好的食物、饮料等提供给顾客的服务，包括：

——正餐；

——快餐；

——饮料及冷饮服务；

——食堂餐饮服务；

——其他餐饮服务。

C23010000 法律服务 法律鉴证和咨询除外。

C23020000 会计服务 会计鉴证除外。

C23030000 审计服务
指按照公认的会计原则，审查某机构的会计账册和其他单据的服务，

跟踪审计服务归入此类。

C23060000 调查和民意测验服务

C23090100 印刷服务

C23110300 车辆及其他运输机械租赁服务 包括乘用车、船舶、飞机等租赁服务。

C23120300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20303 车辆充换电服务

C23120500 医疗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常用医用电子生理参数检测仪器和急救与生命支持类设备、其他

医用电子生理参数检测仪器设备、呼吸麻醉急救通气设备维修维保、

医用光学仪器、医用激光类、光疗类、超声诊断设备、纤维内窥镜

（软镜）及其附属设备、硬式内窥镜及其附属设备、物理治疗、康复

及体育治疗仪器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线及其附属设备、医用

高能射线设备及其附属设备、核医学设备及其附属设备、临床检验及

实验设备、血液透析类、体外循环及其附属设备、专用手术急救类设

备及器具、	其他病房通用设备及器具设施等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20600 家具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床类、台桌类、椅凳类等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20700 空调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家用空调、中央空调等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20800 电梯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40000 零售服务

C23150000 广告宣传服务

指在报纸、期刊、户外路牌、灯箱、橱窗、互联网、通讯设备及广播

电影电视等媒介上策划制作的宣传服务，包括：

——广告制作服务：影视、广播广告，报纸、杂志广告，灯箱广告，

路牌广告以及其他广告制作服务；

——广告发布服务：影视、广播广告，报纸、杂志广告，灯箱广告，

路牌广告，互联网广告，建筑物广告以及其他广告发布服务；

——广告代理服务；

——宣传视频、宣传册等的策划、制作和发布服务；

——其他广告宣传服务。

C23160000 建筑物清洁服务

指对建筑物内外墙、玻璃幕墙、地面、天花板及烟囱的专项清洗服

务，包括：

——建筑物外清洗服务：建筑物玻璃幕墙和其他建筑物墙面清洗；

——建筑物内清洁服务：建筑物墙面和其他建筑物内服务；

——烟囱清洗服务；

——建筑物管道疏通、清洁与消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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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C23170000 摄影服务

包括：

——人像摄影服务；

——广告及有关摄影服务；

——活动摄影服务；

——特技摄影服务：从飞机或直升机上进行景观、构筑物和其他外观

的摄影服务，采用特殊仪器和技术进行人物、物体或风景摄影服务；

——照片的修复、复制和修版服务：旧照片的修复服务，从画片上复

制、修版和其他特殊摄影效果；

——照片冲洗加工服务：负片或幻灯片的放大，黑白照片冲洗，彩

印，幻灯片和负片的复制、翻版等，电影胶片的显影服务，影幻灯片

的制作服务，胶片的拷贝服务，视听传播媒介的复制服务；

——其他摄影服务。

不包括通讯社服务，照相复制服务，卫星的摄影测量记录和数据收

集，电影、录像制品和电视节目制作的加工服务。

C23180000 包装服务

包括：

——发泡塑料成型包装；

——收缩性薄膜包装；

——成型膜包装盒密封；

——袋装、瓶装和喷雾剂包装；

——为货物诸如食品、药品、家用清洁剂、盥洗室用制品和金属器具

等提供的包装服务。

不包括：

——因运输所需要的包装盒板条箱包装服务；

——只在包装材料上印刷信息；

——将客户自己的材料加工成不同产品的包装服务。

C23230000 家政服务
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由专业人员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提供的或以固定

产所集中提供的照护等服务。

C23250000 票务代理服务 指航空机票、火车票等票务代理买售的服务。

C23260000 采购代理服务 指相关采购业务的代理服务。

C23270000 旅游服务 包括旅行社和导游服务等。

C99000000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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