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四川省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品目指导目录（2021年版）

采购品目编码 采购品目名称 定义

A 货物类

A02021101 碎纸机

A020504 锅炉 包括工业和民用锅炉。

A02051228 电梯 包括载货电梯、载人电梯、载人载货两用电梯，消防电梯等。

A0206180205 空气净化设备

A02061807 饮水器 包括净水机、软水机、纯水机等。

A02061808 热水器 包括太阳能集热器和集热系统、电热水器、非电热的快速热水器或储备式热水器。

A020619 照明设备 指成套灯具，不含舞台灯具。

A021001 自动化仪表
包括温度仪表、压力仪表、流量仪表、物位及机械量仪表、显示及调节仪表、气动、电动单元组合
仪表、基地式仪表、绘图仪、集中控制装置、执行器、自动成套控制系统、工业控制用计算机系统
、其他自动化仪表。

A021002 电工仪器仪表
包括电度表、实验室电工仪器及指针式电表、数字电网监测表、电阻测量仪器、记录电表、电磁示
波器、测磁仪器、扩大量程装置、其他电工仪器仪表。

A021003 光学仪器
包括显微镜、光学计量仪器、物理光学仪器、光学测试仪器、电子光学及离子光学仪器、航测仪器
、光谱遥感仪器、红外仪器、激光仪器、望远镜、眼镜、光导纤维和纤维束、透镜、棱镜、反射镜

、其他光学仪器。

A021004 分析仪器

包括电化学分析仪器、物理特性分析仪器及校准仪器、热学式分析仪器、光学式分析仪器、射线式
分析仪器、波谱仪、质谱仪、色谱仪、磁式分析仪、晶体振荡式分析仪、蒸馏及分离式分析仪、气
敏式分析仪、化学变色式分析仪、多种原理分析仪、环境监测仪器及综合分析装置、分析仪器辅助

装置、其他分析仪器。

A021005 试验机
包括金属材料试验机、非金属材料试验机、工艺试验机、测力仪器、动平衡机、振动台与冲击台、

碰撞台、无损探伤机、包装件试验机、结构试验机、橡胶制品检测机械、其他试验机。

A021006 试验仪器及装置
包括分析天平及专用天平、动力测试仪器、试验箱及气候环境试验设备、生物、医学样品制备设备
、应变及振动测试仪器、型砂铸造试验仪器及装置、真空检测仪器、土工测试仪器、实验室高压釜
、电子可靠性试验设备、其他试验仪器及装置。

A021007 计算仪器
包括液体比重计、玻璃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液体压力计、气体与液体计量仪表、速度测量仪
表、产量计数器、计费与里程表、计步器、频闪仪。

A021008 量仪 包括齿轮量仪、螺纹量仪、形位误差检查仪、角度量仪、其他量仪。

A021009 钟表及定时仪器 包括钟、表、定时器、时间记录装置、钟表机心、其他钟表及定时仪器。

A0211 电子和通信测量仪器 包括数字、模拟仪表及功率计，元件器件参数测量仪，时间及频率测量仪器，网络特性测量仪等。

A0212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

、衡器
包括长度计量标准器具、热学计量标准器具、力学计量标准器具、量具及衡器等。

A0310 农业和林业机械

包括拖拉机、土壤耕整机械、种植施肥机械、植物管理机械、园林机械、农作物及林特产品收获机
械、收获后处理机械、农林产品初加工机械、农用搬运机械、排灌机械、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
、设施农业设备、农用动力机械、草原建设机械、草料加工设备畜牧饲养机械、畜禽产品采集加工

机械、水产养殖机械、水产品捕捞和采集机械、水产品初加工机械、制网机械、农业和林业机械零
部件、其他农业和林业机械。

A0311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包括木材采伐和集运机械、木工机床、木质纤维加工设备、人造板加工设备、木材干燥设备、木材
防腐设备、林业生物质工程设备、木材采集和加工机械零部件、其他木材采集和加工机械。



A0312 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包括制糖机械、糕点糖果及果品加工机械、菜类食品加工机械、屠宰、肉食品及蛋品加工机械、食
品蒸煮机械、食品杀菌器械、食品均质机、调味品加工机械、罐头食品生产线、饮食炊事机械、食

品检测、监测设备、食品加工专用设备零部件、其他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A0313 饮料加工设备 包括酿酒设备、无醇饮料加工设备、饮料加工设备零部件、其他饮料加工设备等。

A0315
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

设备
包括通用清理机械、碾米机械、面粉加工设备、榨油机械、油脂浸出机械、油脂精炼设备、饲料加
工设备、食品油脂加工设备、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零部件、其他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A0319
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

设备

包括化学原料药加工机械、制剂机械、中药机械、药瓶洗理机械、药用干燥设备、制药蒸发设备和
浓缩设备、药品专用包装机械、粉碎、筛粉设备、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化学药品
和中药专用设备。

A032002 普通诊察器械 包括体温表、血压计、听诊器等。

A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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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中医器械设备。

A032018 药房设备及器具 包括药品贮藏设备、药房设备、中药制备设备及器具、其他药房设备及器具。

A032021 假肢装置及材料 包括假肢、其他假肢装置及材料。

A032024
病房护理及医院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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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病房护理及医院通用设备。

A0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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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疫、防护卫生装备及器具。

A032028 助残器具 包括电子助视器、助听器、轮椅、其他助残器具。

A03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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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兽医设备
。

A0329 殡葬设备及用品 包括火化设备、殡仪设备及用品、殡葬设备零部件、其他殡葬设备及用品。

A033502 演出服装 包括戏剧服装、舞蹈服装、其他演出服装。

A0336 体育设备

包括田赛设备、径赛设备、球类设备、体操设备、举重设备、游泳设备、跳水设备、水上运动设备

、潜水运动设备、冰上运动设备、雪上运动设备、射击设备、击剑设备、射箭设备、摩托车运动设
备、自行车运动设备、赛车运动设备、赛马和马术运动设备、拳击、跆拳道设备、摔跤、柔道设备
、散打、武术设备、棋牌类运动设备、航模、海模及其他模型设备、垂钓器具和用品、登山设备、
健身设备、运动康复设备、残疾人体育及训练设备、体育运动辅助设备、体育设备零附件和其他体

育设备。

A069901 办公家具 日常办公使用的家具用具。

A069902 专用家具 办公家具以外的家具用具。

A07030101 制服 统一着装、规定样式的制式服装。

A08 印刷品 包括非定制的单证、票据、本册、其他印刷品的成品。

A0901
纸制品、文具及办公

用品
包括复印纸、信纸、信封等。

A090101  复印纸 包括再生复印纸。

A10 建筑建材
包括天然石料、木材、板材等、非金属矿物材料、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产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产品、建筑涂料、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结构。

A1501 农副产品
指由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副产品，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产品，分为粮食、经济作物、竹木材
、工业用油及漆胶、禽畜产品、蚕茧蚕丝、干鲜果、干鲜菜及调味品、药材、土副产品、水产品等

类别。

A17
基础化学品及相关产

品

包括无机基础化学原料、有机化学原料、贵金属化合物、相关基础化学品、化学肥料、有机肥料及

微生物肥料、化学农药、生物农药及微生物农药、涂料、油墨及类似产品、颜料、染料类、密封用
填料及类似品、合成材料、化学试剂和助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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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动物炭黑、动物胶及其衍生物、焊接用制品、工业清洗剂、香料
、香精、其他化学制品、化学纤维用浆粕、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合成纤维、化学纤维加工丝

等。

A18
橡胶、塑料、玻璃和

陶瓷制品
包括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半成品及辅料、玻璃及其制品和陶瓷制品。

A99 其他货物 指以上未列明的货物。



B 工程类

B0303 拆除工程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拆除工程。

B07 装修工程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修工程。

B08 修缮工程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修缮工程。

B10 招标投标工程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建设工程。

B99 其他建设工程 指除单独的拆除、装修、修缮外，依法不进行招标投标的其他建设工程。

C 服务类

C01 科学研究和试验开发
指为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和试验开发服务，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和试验
开发、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开发、工程学研究和试验开发、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开发、医学研究和

试验开发、其他研究和试验开发服务。

C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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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基础软件开发服务、支撑软件开发服务、应
用软件开发服务、嵌入式软件开发服务、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服务、其他软件开发服务。

C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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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存储服务、数据加工
处理服务、数字内容加工处理服务、其他数据处理服务。

C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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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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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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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基础环境运维服务、硬件运维服务、软件运维服务、安全运
维服务、其他运行维护服务。

C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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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软件运营服务、平台运营服务、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其他运营服务。

C0208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指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工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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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信息化规划服务、信息系统设计服务、信息技术管理咨询服务、其他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

C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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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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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0301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载货汽车、汽车挂车、乘用车等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303 车辆充换电服务 包括电动载货汽车、电动汽车挂车、电动乘用车等车辆（含插电式混动汽车）的充电和换电服务

C0505
医疗设备维修和保养

服务
包括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医用电子生理参数检测仪器设备等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6 家具维修和保养服务 包括床类、台桌类、板凳类等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7
空调、电梯维修和保

养服务
包括家用制冷空调、电梯等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0601 会议服务
指各类大、中型会议提供全程策划执行的一个综合性服务。包括全国或区域党代会、人代会、政协
会等大型会议服务以及研讨会、表彰会等一般会议服务，包括与会议相关的住宿、餐饮等。

C0602 展览服务
包括博览会、专业技术产品展览、生活消费品展览、文化产品展览以及其他会展的展台搭建、展位
制作等服务。

C07 住宿和餐饮服务 与会议无关的单独的住宿、餐饮。

C0801 法律服务

指律师、非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专业人士（包括法人内部在职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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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实现其正当权益、提高经济效益、排除不法侵害、防范

法律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提供的专业活动，包括法律诉讼服务、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服
务、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法律文件代理服务、公证服务、仲裁服务、调解服务、其他法律服务。

C0802 会计服务 包括财务报表编制服务、记账服务、其他会计服务。

C0803 审计服务 指向第三方机构购买的审计、绩效评价、检查、考核等服务。

C0805 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
包括资产评估（不动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评估）、清算服务（含新旧汽车的评估服
务）、其他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

C0806 广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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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发布服务、广告代理服务、其他广告服务。

C0807
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

服务
指获取关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问题的民意信息的服务，包括市场分析调查、统计咨询与调查
服务、社会及民意调查服务、其他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服务。

C0808 社会与管理咨询服务
包括政策和战略的总体规划咨询服务、其他社会与管理咨询服务。
不包括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服务、工程咨询服务等专项咨询服务。

C0809 职业中介服务

指为求职者寻找、选择、介绍、安置工作，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鉴定及其他职业
中介服务，包括职业介绍服务、提供劳动力服务、残疾人就业服务、外企劳务介绍服务、人才中介
服务、劳务派出服务（劳务境外派送服务、境内企业劳务派出服务）、就业调查服务、职称考试服
务、职业技术考核服务、职业技术鉴定服务、职业咨询服务、其他职业中介服务。

C0810 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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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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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物内清洁服务、烟囱清洗服务、建筑物管道疏通、清洁与消毒服务。

C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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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的修复、复制和修
版服务、照片冲洗加工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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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81401 印刷服务 指本单位不能承担的印刷业务。

C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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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测绘服务、导航及位置服务、
其他测量、测绘服务。

C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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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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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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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03 工程设计服务 包括设计图纸绘制、成本限制、施工计划等。

C1004 装修设计服务 指工程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服务。

C1006 工程监理服务
指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承担其项目管理工作，并代表建设单位对

承建单位的建设行为进行监控的专业化服务。

C1008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对建设项目的投资估算、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合同价款的确定与调整、工程结算及竣工结（决）
算报告的编制与审核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C11 水利管理服务 包括防洪管理服务、水资源管理服务、其他水利管理服务。

C1202 房屋租赁服务 指住宅、办公楼、仓库等房屋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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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保养
维护、保洁、园林绿化等的管理服务。

C1301 城市规划和设计服务 指对城市土地、基础设施、园林等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服务。

C1302
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服

务

指城市污水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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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服务、城市照明设施管理服务、城市道路、桥
梁、隧道设施管理服务、其他市政设施管理服务。

C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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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管理服务、树木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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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04 城市市容管理服务
包括城市户外标志管理服务、城市外景照明管理服务、城市市容协调检查服务、其他城市市容管理

服务。

C1601 城镇公共卫生服务 包括清扫服务、垃圾处理服务、公共厕所服务和其他城镇公共卫生服务。

C1602 水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污水治理及其再生利用服务、城镇水域治理服务、海洋水域污染治理服务、江、湖治理服务、
水库污染治理服务、地下水污染治理服务和其他水污染治理服务。

C1603 空气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大气污染治理服务、汽车尾气污染治理服务、燃烧煤烟污染治理服务、制造业废气污染治理服
务、工矿粉尘污染治理服务、建筑工地粉尘污染治理服务和其他空气污染治理服务。

C1604 噪音污染治理服务
包括制造企业噪音污染治理服务、建筑工地噪音污染治理服务、交通噪音污染治理服务、生活噪音
污染治理服务、其他噪音污染治理等服务。

C1605 危险废物治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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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物质
变废弃物治理服务、废旧机械设备治理服务、非金属矿物质变废弃物治理服务、工业焚烧残渣物治
理服务、爆炸性废弃物治理服务和其他危险废弃物治理服务。

C1606
其他无害固体废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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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7 交通运输和仓储服务
包括铁路运输、道路运输、城市公共交通、水上运输、航空运输、航天运输、管道运输、装卸搬运

、仓储服务、其他交通运输、仓储服务。

C18 培训服务
指委托第三方开展的学前教育服务、初等教育服务、中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服务

、专业技能培训服务、特殊教育服务和其他教育服务等。

C1901 医疗卫生服务 包括健康检查服务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

C1902 社会服务 包括收容收养服务、社会救济服务、就业服务、其他社会服务。

C2002
广播、电视、电影和

音像服务
包括广播服务、电视服务、电影服务、音像制作服务、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C2003 文化艺术服务
包括艺术创作和表演服务、艺术表演场馆服务、图书馆和档案馆服务、文物和文化保护服务、博物
馆服务、烈士陵园和纪念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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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2004 体育服务 包括体育组织服务、体育场馆服务和其他体育服务。

C21 农林牧副渔服务 包括农业服务、林业服务、畜牧业服务、渔业服务和其他农林牧副渔服务。

C99 其他服务 指以上未列明的服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