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水利局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

理
贾鲁河运行维护 市民 4309

2 045A0102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河长制工作运行服务保

障

提供河长制工作日常运行信

息收集、巡河保障等服务
各级河长 84

3 045A0103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
管理维护

仓储管理费 郑州市水利局 156

4 045A0104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情旱情预警预报 水情预报预警 全市居民 15

5 045A0105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旱灾害防御物预案编
制

编制贾鲁河超标准洪水预案
、抗旱应急水量调度方案

郑州市水利局 65

6 045A02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其他政府购买服务 河道采砂场地恢复 郑州市水利局 5

7 045B0101 社会管理性服务 公共公益宣传 河长制宣传 各类媒体进行工作宣传 全市居民 158

8 045B0102 社会管理性服务 公共公益宣传 政策法规宣传 贾鲁河保护条例宣传 全市居民 3.4

9 045B0103 社会管理性服务 公共公益宣传 市级河长公示牌更新维
护

公示牌内容更新维护 全市居民 18

10 045C0102 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 行业规划 水利专项规划研究服务

编制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

、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

规划生态水系运行调度方案

郑州市水利局 736

11 045C0201 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 行业调查 水利普查调查研究
对一河一策阶段修编、桃花
峪水库建设对郑州影响因素

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

各级河长和郑州市水

利局
350

12 045C0202 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 行业调查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服

务
编制水资源公报 郑州市水利局 10

13 045C0203 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 行业调查 水土流失调查研究服务
完成水利部和省水利厅下达

的卫星遥感图斑现场复核任
郑州市水利局 30



14 045C0205 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 行业调查 节约用水调查评估服务 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年度评估 郑州市水利局 50

15 045D0102 技术性服务 技术评审鉴定评估
水利项目（设施、方

案）技术评审（审查）
、鉴定、评估

生态水系运行调度方案、贾

鲁河绿线设计费
沿河居民 1875.6

16 045D0202 技术性服务 监测服务 地下水动态监测 全市居民 郑州市水利局 10

17 045D0204 技术性服务 监测服务 河流水质断面监测
对市级河长责任河流进行断

面监测
市级河长 68

18 045D0301 技术性服务
其他等领域适宜由社会

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
其他政府购买服务 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 郑州市水利局 44.81

19 045E01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法律服务 法律咨询 法律顾问 郑州市水利局 6

20 045E0203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 河长制工作社会评议 河长制落实情况进行社会评

议
河长制办公室 3

21 045E03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财务会计审计服务 审计服务 财务审计 郑州市水利局 19.6

22 045E04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会议和展览 会议 河长会议 各级河长 1.44

23 045E05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监督检查
水利专项监督检查、稽

查

对市属水利设施设备、建筑

物等安全监督检查
郑州市水利局 10

24 045E05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监督检查 水利工程质量专项监督 对在建工程实体质量抽检 水利工程单位 120

25 045E0503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监督检查 河湖暗访服务
无人机航拍河湖问题并分区

域和河流制作影像资料
各级河长 45

26 045E07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服务 绩效评价 郑州市水利局 30

27 045E08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技术业务培训 河长制培训 河长培训 各级河长 28

28 045E08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技术业务培训 水利业务培训
行政执法、安全生产、质量

监督培训

县水利局、局属单位
、全市水利工程建管

局分管领导及业务人

员

14.4

29 045E09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机关信息系统建设与维

护

信息技术、应用软件、
平台开发建设与运行维

护

防汛网络、平台维护 郑州市水利局 6

30 045E10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后勤服务 物业服务 水利大厦设备运行、保洁等 郑州市水利局 48.4

31 045E1004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后勤服务 印刷服务 水土保持法宣传 市民 7

32 045E1004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后勤服务 印刷服务 资料印刷 河长制办公室 5

33 045E1006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后勤服务 其他 社会化车辆租赁 河长制办公室 10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E08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技术业务培训 水利业务培训 开展履职所需业务培训 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0.94

2 045E10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后勤服务 物业服务
门窗保养维护、保洁、后勤

保障托管
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1.02

3 045E1004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后勤服务 印刷服务 资料印刷服务 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0.51

4 045E09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机关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 档案电子化服务 委托对档案进行 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1.2

5 045E09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机关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
信息技术、应用软件、平台

开发建设与运行维护
委托第三方负责我市水情旱

情的预警预报
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20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
额（万
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E03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财务会计审计服务 会计和税务等辅助服务
机关及配套工程各项内控制
度自我评价及制度修订

机关及所属各泵站 10

2 045E0302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财务会计审计服务 审计服务 标志标牌工程造价审核费 机关履职 1

3 045E07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 泵站运行绩效考核评价 所属各泵站 10

4 045E07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
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绩效评

价
各县区移民部门 1.5

5 045E09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机关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
信息技术、应用软件、平台

开发建设与运行维护
后扶项目实施进度、资金支

付进度、现场资料等
各县区移民部门 1.5

6 045E0401 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 会议和展览 会议和展览
水利工作推进会、信息系统

录入部署会议
各县区移民部门 4.6

7 045D0102 技术性服务 技术评审鉴定评估 水利项目方案审查 方案审查、项目验收 移民后扶项目 2.4

8 045B0102 社会管理性服务 公共公益宣传 政策法规宣传
总干渠两岸保护区标志标牌
补充安装及定期巡查、日常

维护及更新
机关履职 9

9 045E0102 社会管理性服务 公共公益宣传 政策法规宣传
重点宣传南水北调相关法律

法规、微视频制作
机关履职 5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尖岗水库管理处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

理

对水库工程、生态进行管
理及维修养护，保障水库
安全运行，改善水源地

郑州市 499.29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常庄水库管理处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
水利工程及水利设施运行日
常养护与维修、水利工程建

筑物的养护
郑州市民 461.43

2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

水利工程及水利设施运行日
常养护与维修、水利工程建
筑物的养护,预防未成年人

溺亡

郑州市民 10.4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处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

护及管理

生态水系运行资金：
河道及拦水建筑物养

护
沿河居民 3075.42

2 045A0201 基本公共服务
其他等领域适宜由社
会力量承担的服务项

目

其他政府购买服
务

水利发展资金：防溺
亡宣传

沿河群众 10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节约用水中心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E0901
政府履职所
需辅助性服务

机关信息系统
建设信息与维护

信息技术、应用软件、
平台开发建设与运行维

护

郑州市121个地下水水位远程监
测设备（设施）运行维护费

郑州市节约用水中心 20

2 045E1101
政府履职所
需辅助性服务

其他 其他 地下水动态监测报告 郑州市节约用水中心 20

3 045E0901
政府履职所
需辅助性服务

机关信息系统
建设信息与维护

信息技术、应用软件、
平台开发建设与运行维

护

郑州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及
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运行维护

郑州市节约用水中心 20

4 045E1101
政府履职所
需辅助性服务

其他 其他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市
节水宣传周”及日常节水宣传
活动、报刊文章、水育课教材

郑州市节约用水中心 120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

各类水利工程及水利设施的
运行、日常养护与维修，水
利工程建筑物的物业化养护

等

沿河居民 28.94

2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

各类水利工程及水利设施的
运行、日常养护与维修，水
利工程建筑物的物业化养护

等

沿河居民 1997.59

3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

各类水利工程及水利设施的
运行、日常养护与维修，水
利工程建筑物的物业化养护

等

沿河居民 300.40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公开表

河南省陆浑灌区郑州市运行保障中心2021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序号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预算金额 
（万元）

备注
目录代码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1 045A0101 基本公共服务 水利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及管理

对陆浑灌区干渠、闸门、水
库、渡槽及附属设施等建筑
物进行维修养护，以确保干
渠工程安全运行，提高灌区
供水能力，达到改善灌溉质
量和方便两岸群众生产生活

的目的。

陆浑灌区沿线农业灌溉等 26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