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文件

沈阳市财政局

沈自然资发 〔2019〕 170号

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

市自然资源局各区 (开发区)分局、县 (市 )自 然资源局,各区

(开发区 )、 县 (市 )财政局:

按照财政部和省财政厅要求,为 进一步推进我市政府购买服

务改革工作,沈阳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实行分部门编制。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财政局认真研究编制了本部门政府购

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见附件 ),现 印发执行。原 《沈阳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沈阳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2017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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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的通知》(沈财预 E20171497号 )不再执行。

附件: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20 日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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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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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菀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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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 目录 三级 目录

580B 社会管理服务事项

580B01 社会组织管理服务

580B0101
社会组织发展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及档案管

理

580B0102 政府委托对社会组织的评估

580B0103 登记管理机关工作力量辅助性服务

580B0104 政府委托的其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

580B02 公共公益宣传

580B0201
政府各部门、行业政策法规、公益知识宣传

等服务

580B0202 公共宣传、公益性宣传等服务

580B0203 宣传效果评估

580B0204 政府委托的其他公共公益宣传服务

580B03 其他

580B0301 政府其他社会管理事务服务事项

580C 行业管理与协调服务

580C01
自然资源政策、课题研究

服务

580C0101
自然资源领域问题研究和自然资源重大课题

调研、咨询、信息检索及成果芏⊥Ⅲ豇昱_
580C02 信息发布、宣传服务

580C0201
自然资源信息、公告发布及政策、法规、科

技成果等对夕喔亚型显纽

580C03 业务组织指导与标准制定

580C0301
全市业务专网的建设、维护、指导及标准制

定。      _
580C04 行业、职业资格认定

580C0401 行业从业资格标准和政策研纽 丝 L

580C0402 政府组织的彳△业值且业墓生发布服务

580C0403 行业准入技术标准制定型遨 ⊥生三生

580C0404 从业资格认定纠纷的技术服务及调解处.理

580C0405 其他行业资格认定和盗Δ盎型型亘彐L~
580C0406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职业资格认定.I衄L

580C05 处理行业投诉

580C0501 行业管理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580C0502
政府设立的行业投诉举报热线、网站平台的

维护和申诉受理服务  _

580C0503
政府委托开展的行业投诉数据统计与分析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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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C0504 政府委托的其他处理行业投诉服务

580C06
行业职业资格和水平测试

管理

580C0601
行业职业资格和水平测试标准研究制定、培

训管理      _

580C0602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职业资格和水平测试管

理服务

580C07 彳于业夫见范

580C0701 行业规范、标准编制服务

580C0702 行业规范评估

580C0703
行业投诉举报热线、网站平台的维护和申诉

受理服务

580C0704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规范服务

580C08 其他

580C0801 白然资源其他协调事项

580D 技术性服务

580DOl
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技术性

服务

580D0101

用地预审、勘测定界、征地组卷、不动产登

记、土地复垦、土地变更调查、建设用地监

管核查、卫片执法检查、占补平衡、增减挂

钩拆旧区土地复垦及生态修复等技术性服务

580D02
自然资源经济形势分析及

科普知识的普及与推广

580D0201

自然资源经济形势分析服务,研究提出自然

资源供需总量平衡的政策建议;通过
“
地球

日
”
等活动向社会普及与推广科普知识,舆

情监测等服务

580D03 科研规划

580D0301 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研究、宣传服务

580D0302
基础性科学技术研究、咨询、信息检索及成

果转化服务

580D0303 基础性科学人才再培训

580D0304 政府组织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

580D0305 科研能力管理与评估

580D0306 政府组织的科研资讯收集与统计分析

580D0307 科普知识的普及与推广

580D0308 政府委托的其他科研规划服务

580D04 彳于||`夫见戈刂

580D0401
国土空间、土地利用、城镇体系等规划的编

制、修改、评估及专题研究等相关技术性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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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DO402

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矿产资源等规划

的编制、修改、评估及专题研究等相关技术
性服务

580DO403 政府纟日织的行
`|`布

局等总体规划研究服务

580D0404 政府委托的专项性规划的研究

580DO405 政府委托的行业规划评估服务

580DO406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规划服务

580D05 行业规范

580D0501 政府组织的行业规范研究服务

580D0502 政府开展的行业规范评估

580D0503

国上空间、土地利用、城镇体系、矿产资源
、生态修复工程等规划编制所涉及的技术规

范及推广研究

580D0504
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修订及新增耕地指标调

剂工作规范

580D0505

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技

术复核及国家、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范服

务

580D0506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规范服务

580D06 行业调杳

580D0601 政府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

580D0602 政府组织的经营状况调查

580D0603 政府组织的社会诚信度调查

580D0604 政府组织的服务满意度调查

580D0605 政府组织的安全生产情况调查

580D0606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获取、数据处理及市级遥

感影像数据库建设

580D0607 滩涂测绘

580D0608 中大型水库、河道水下地形测量

580D0609
生态修复潜力调查、耕地质量产能调查、第

三次国土调杳耕地质量专项调查等

580D0610 地质矿产行业调杳及地质勘杳

580D0611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调查服务

580D07 行业统计分析

580D0701 土地 (国土)综合整治成效评估

580D0702 农用地 (耕地 )质量等别分等定级评估

580D0703 耕地质量等别和产能监测

580D0704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统计分析和监测服务

580D0705 行业统计指标研究、制订等辅助性工作

580D0706 政府组织的发展评估

580D0707 政府委托的其他行业统计分析服釜

580D08 资产评估

580D0801
政府因资产转让、拍卖和税费征缴而实施的

资产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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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D0802 政府委托的其他资产评估服务

580D09 监测服务

580D0901
自然环境监测辅助服务 (注 :耕地质量等别

和产能监恐D___———— —

580DO902 社会管理监测辅助服务

580D0903 政府委托的其他监测服务

580D10 测绘服务

580D10()1
工程测量、大地测量、地形图测绘、界线测

绘、不动产测量

580D1002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与制图

580D1003 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

580D1004 INSAR沉降监测

580D1005 自然资源资产调查监测、确权登记

580D11
信息资料信息服务系统和

数据中心建设服务

580D1101
升级改造、整合或建设信息资料信息服务系

统

580D1102
开展信息资料数据存储、数据备份和异地容

灾备份一体化建设

580D12
信息资料综合研究、信息

安全、技术咨询及成果转
化服务

580D1201
结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开展资料综合研

究,构建自然资源成果分类体系,探索自然

资源资料汇交、归档与共享的新机遗!L~

580D1202
进行信息资料信息安全软件、硬件设施建设

及技术指导等工作

580D1203
进行信息资料技术咨询、推广、技术交流及

成果转化服务等工作

580D13
信息服务系统和数据库运

行维护

580D1301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检查与技术指导;空间信

息收集、建库、统计分析和应用等技术性工

作;信息化规划研究、编制、论证、评估 ;

信息技术咨询、推广、技术交流与指导:数
据库建设、软件设计、软件开发、软件维护

及网络管理与维护;不动产登记监测及统计

分析;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各类专网融合:涉
密网的建设和升级改造;桌面终端运维和机

房维护、迁移与改造

580D1302
对保障信息服务系统和数据库运行的软件、

硬件、机房设施等进行维护。对地质资料管

理涉密网络进行维护

580D1303 信息成果网上汇交和网上公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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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D14 资料数据加工与分析利用

580D1401
料数据坐标系转换、数据格式转换、专题图

制作等

580D15
市、县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相关技术性服务

580D1501

县 (市 )、 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管理与运行维护、咨询、人员培训、评估等
技术性服务

580D16

提供全市坐标参考框架与

空间位置服务及各市地图

审查相关技术性服务

580D1601 业务咨询、人员培训等技术性服务

580D17
市级地理国情普查与监测

数据库建设

580D1701

资料收集与整合、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内业采

集、外业核查及遥感影像解译样本采集、元

数据集的生产、标准时点核准、本底数据库

建设、统计分析、成果提交。

580D18 不动产测绘

580D1801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不动产测绘监理

580D19 测绘航空摄影

580D1901 一般航摄、倾斜航摄、无人飞行器航摄

580D1902

中心拥有ADS80推扫式机载数字航空摄影测

量系统和RCD30倾斜相机系统可用于高精度

高质量高效率的航空影像数据获取及处理和

城市三维实景模型制作等数字化产品制作

580D20 摄影测量与遥感

580D2001
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摄影测量与遥感内业

、摄影测量与遥感监理_
580D21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580D2101

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

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

发

580D22 地图编制

580D2201
地形图、全国及地方政区地图、电子地图、

真三维地图、其他专用地图

580D23 工程、大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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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D2301

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

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市政工程测量

、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

线测量、工程测量监理、卫星定位测量、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位置数据服

务、水准测量、三角测量、大地测量数据处

理

580D24 地质灾害防治

580D2401 全市地质环境管理、地质灾害⊥左鲨

580D2402 全市地质灾害群策群防体系建设

580D25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580D2501 沈阳市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580D2502 沈阳市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示范工程

580D26 地质灾害监测

580D2601
全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示范工程建设

与维护

580D27 地下水 监测

580D2701 个市地下水动态监测

580D28 地质灾害调查

580D2801 伞市地质灾害详细调查

580D29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580D2901 地区、部门规划的研究、编制、论证、评估

580D2902 政府委托的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服务

580D30 科技咨询与服务

580D3001 科技咨询、技术推广、科技交流服务

580D3002 科普知识普及及推广服务

580D3003 政府委托的其仙科技咨询和技术推广服务

580D31 信息技术

580D3101
政府机构的信息技术、软件开发设计及网络

管理与维护

580D3102 数据加工处理服务

580D3103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580D3104 政府委托的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580D32 统计调查分析

580D3201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与分析

580D3202 政府委托的其他统计调杳分析服务

580D33 监测服务

580D3301 白然环境监测辅助工作

580D3302 经济运行预警监测辅助工作

580D3303 政府委托的其他监测服务

580D34 涉税服务

580D3401 税收信息化纳税人端认证和技术服务

580D3402 政府委托的其他税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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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D35 其 他

580D3501 其他技术服务事项

580E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
务

580E01 法律服务

580E0101 行政诉讼代理应诉法律服务

580E0102 政府法律顾问服务

580EO103 政府法律咨询服务

580E0104 政府非诉讼法律代理服务 (含文书和证明 )

580E0105 行政调解辅助性工作

580E0106 司法救助辅助性工作

580E0107 政府委托的其他法律服务

580E02 课题研究

580E0201
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通用课题研

究

580E0202
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

等方面的专项性课题研究

580E0203

包括土地征收、土地储备、国土空间、土地

利用、城镇体系、矿产资源、生态修复、耕

地保护、航天遥感、航空摄影、无人机航空

摄影、机载Lidar、 移动测量系统、无人机

应用等自然资源领域专项课题研究、政策研

究、技术标准、技术评估、调查统计、咨询

服务等

580E0204

全市自然资源动态监测规划编制;自 然资源

数据成果接收、管理及开发应用:利用遥感

技术开展自然资源动态监测

580E0205 政府委托的其他课题研究服务

580E03
政策 (立法)调研、草拟

、论证

580E0301
行政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的

辅助性王止____————

580E0302 政府委托的其他调研、草拟、论证服务

580E0303
立法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辅

助性工作

580E0304
党政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辅

助性工但 ___—————

580E0305
司法机关的公共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辅

助性工作

580E0306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

辅助性工作

580E0307
政府委托的其他调研、草拟、论证等辅助性

月艮务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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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EO4
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服

务

580EO401 会场布置、人员接送等辅助性工作及服务

580E0402
经贸活动、展览活动的组织、策划等辅助性

工作及服务

580E0403 展览活动组展设计和实施

580EO404 对内、对外招商引资活动委且代理皿笠

580EO405
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所需其他辅助性工作

及服务

580E0406 政府委托的其他会议、经贸活动和展览服务

580E05 评估验收

580E0501
行政政策的决策风险、实施效果等政策评估

服务

580E0502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重大民生项目执行情

况和实施效果等项目评估服务

580E0503
自然灾害及重大社会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影

响评估服务      __

580E0504
国土空间、土地利用、城镇体系、矿产资源

等规划所涉及的实施评估、评价等工作

580E0505 生态修复、耕地保护等政策实施评估

580E0506 耕地质量等级年度调查评价

580E0507 城市、开发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

580E0508
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污染事件影响评估和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

580E0509 财政资金项目检查验收

580E0510 政府因资产转让、拍卖而实施的资产评估

580E0511 政府委托的其他评估服务

580E06 绩效评价

580E0601 政策实施绩效评价辅助性工作

580E0602 资金使用绩效评价辅助性工作

580E0603 政府行政效能绩效评价辅助性工作

580E0604 耕地保护 目标责任考核

580E0605 GDP耗地下降 目标考核

580E0606 区域建设用地评价考核

580E0607 重大事项第三方绩效评价

580E0608 政府委托的其他绩效评价服务

580E07 工程服务

580E0701 公共工程规划

580E0702 公共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草拟辅助性工作

580E0703 公共工程安全监管辅助性工作

580E0704 公共工程的概 (预 )、 结 (决 )算审核工作

580E0705 公共工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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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E0706 政府委托的其他公共工程服务

580E08 项 目评审

580E0801
公共项目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等专家评

审服务

580E0802 政府资金申报的专家评审服务
580E0803 政府设立奖项的专家评审服务

580E0804 重大事项第三方评审服务
580E0805 生业组-佥工发亚日专家评审服务

580E0806
国土空间、土地利用、城镇体系、矿产资源
等规划成果的技术审查、专家评审及成果备

案等服务

580E0807 生态修复、耕地保护、土地复垦方案和

580E0808 政府委托的其他项目评审服务
580EO9 咨询

580EO901
一止

580E0902 司法咨询
580EO903

580EO904 各类规划、生态修复、耕地保护相关的各类
业务、政策咨询

580EO905 亟:疽委托的其他咨询服务
580E10 技术业务培训
580E1001 政应王生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服务
580E1002 政府委托的各行业职业技能培训

580E1003
自然资源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服务 (注

:

包括各类规划编制、生态修复、耕地保护等
_业 务指导和技术培训等 )

580E1004 政府委托的其他技术业务培训服务
580E11 审计服务
580E1101 聘请审计人员服务
580E1102 重大-皇-顶第三方审计服务
580E1103 政府委托的其他审计服务
580E12 政府事务性管理服务

580E1201 政府机构的印刷、出版

580E1202 政府机构的信息技术、软件开发设计及网络
__      管理与维护

580E1203

580E1204 政府机构办公楼的物业管理、日常维修维护
____L卫 生保洁、绿化美化

580E1205

580E1206 专业咨询、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勘查、法
律咨询

580E1207 建筑物、设备维修
580E1208 规捌组出J、 政策研究、调查统计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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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E1209
会场布置、人员接送等辅助性工作及委托的

其他会议、活动和展览服玺坠___

580E1210

会议、展览活动的组织、策划等辅助性工作

及国际矿业大会等展览活动组展设计和实施
日口

'V月叹夕氵
·
o~

580E1211 车辆保险、加油、维护。

580E1212 补充耕地指标龃 .剩王鱼建设和管护

580E1213 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图入库叁鱼:壁望塑壅觐L.

580E1214
机关食堂的物业管理、日常维修维护、卫生

保洁、绿化美化

580E1215 政府委托的其世皇玺性管理服务

580E13
全市自然资源资料管理相

关业务-盘Ⅲ

580E1301

对全市自然资源资料管理人员进行有计划的

业务培训,选派优秀业务骨干参加全国性的

580E14 全市实物地质资型.笪型生

580El401

聘请专家进行市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规划、

筛选、可行性研究等,建立市级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制度和管理分库,委托分库进行实物

580E15
市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管理与运行维护

580E1501

承担市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的更新

采集、国市市平台数据融合、平台软件系统

维护与升级、平台硬件与网络设备运行维护

、平台推广与应用、互联网地图服务

580E16 地图编趔

580E1601

编制更新全市行政区划及普通地图 (集、

册 )、 地形图、教学地图、全国及地方行

地图、电子地图、真三维地图、其他专用地

580E17

市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系

统 (CORS)运行与管理维

护

580E1701

CORS站网加密、数控机房运行维护、CORS

坐标框架维护、基准站防雷检测、基准站

管、通讯网络租赁、基准站设备及基础

580E18 地图审查

580E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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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E19
市应急测绘保障资源共享

节点建设、运行与维护

580E1901
应急测绘资源数据库、应急测绘资源数据快
速交换系统、应急测绘数据资源共享系统建

设、软硬件设备升级与更新

580E20
测绘基地基础设施运行与

维护维修

580E2001
办公用房及其附属用房、给排水系统、供电

系统、供暖系统、消防系统、监控系统、职
工食堂等运行与维修

580E21 其他测绘服务

580E2101
水准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不

动产测绘、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等
工作

580E22 建设用地监管核查

580E2201 承担建设用地 (审批、征收、供应、利用 )

监管的技术性、事务性服务
580E23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管

580E2301 承担自然资源综合监督管理

580E24
自然资源信息成果资料、

档案管理与社会化公益服

务

580E2401

自然资源资料收集、汇交检查、整理、修复
、归档入库、管护、转送、备份、借阅、社

会化服务、检查指导、向国家相关部门汇交
等

580E25 后勤管理

580E2501 政府机构履职所需的租赁服务

580E2502 政府机构的档案整理服务
580E2503 政府机构的饮食保障服务

580E2504 政府委托的其他后勤管理服务
580E26 其他

580E2601 政府履职所需其他辅助性服务
580F 其他事项

580F01
其他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

服务事项

580FO101 其他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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