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规发〔2018J 16 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

易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凡列入《目录》依法必须招标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应 

全部进入符合规定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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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推进列入《目录》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场交易，依法依规加

强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行业监督管理。 

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要求，负责会同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提

出调整意见，按程序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本《目录》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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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目录 

A、工程建设项目类 

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备 注 

A0 1 建筑工程 

AU 101 房屋建筑（构筑物）工程 

1．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范围和规模

标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2．本项所称工程包

括依法必须招标的

工程建设项目（含新

建、改建、扩建及其

相关的装修、拆除、 

维修等）的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与

上述工程建设有关

的重要设备和材料

等的采购。 

AU 102 市政公用工程 

AU 103 机电工程 

A0104 
园林古建筑（含古建筑修缮） 

工程 

A0105 
园林、绿化、人防等其他工

程 

A02 交通运输工程 

A0201 铁路工程 

AU202 公路工程 

A0203 水运工程 

A0204 城市交通工程 

A0205 民用机场工程 

A0206 桥梁工程 

A0207 隧道工程 

A0208 索道工程 

A0209 长输管道工程 

A0210 船舶工程 

A03 水利工程 

A0301 水库工程 

A03U2 水闸工程 

A03U3 泵站工程 

A03U4 灌溉（灌区）工程 

A0305 水文工程 

A03U6 河道（堤防）工程 

A03U7 水保工程 

A0308 水生态治理工程 

A0309 河湖治理工程 

A0310 引（供）水工程 

A0311 防汛抗早工程 

A03 12 农田水利工程 

A03 13 城市防洪工程 

A0314 蓄洪区建设工程 

AU315 水源地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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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01 火电工程 

A0402 水电工程 

A0403 热电工程 

A04 
电力与能源 

A0404 核电工程 

A0405 风电工程 
工程 A0406 输配电工程 

A0407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A0408 供电用电工程 

A0409 能源工程 

A0501 农业综合开发工程 

A0502 种植业工程 1．工程建设项目招 

A05 农业工程 
A0503 畜牧与草业工程 标投标范围和规模

标准按照国家有关 A0504 农业育种和种业工程 

A0505 休闲观光和设施农业工程 

A0506 其他农业工程 规定执行； 

A0601 防护林工程 2．本项所称工程包 

A0602 天然林保护工程 括依法必须招标的 

A0603 湿地保护工程 工程建设项目（含新 

A06 林业工程 A0604 林木种苗工程 建、改建、扩建及其 

A0605 森林防火工程 相关的装修、拆除、 

A0606 林木有害生物防治工程 维修等）的勘察、设 

A0607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计、施工、监理；与 

A0701 信息工程 上述工程建设有关 

A0702 电子工程 的重要设备和材料 

A07 
工业和信息化 

A0703 机械工程 等的采购。 
A0704 化工工程 

工程 A0705 轻工业工程 

A0706 冶金工程 

A0707 生物工程 

A0801 文化设施建设工程 

A0802 文物保护工程 

A08 
文化广电出版 

A0803 广播电影电视工程 
体育工程 

A0804 出版工程 

A0805 体育设施建设工程 

A0901 土地整治工程 

A09 国土资源工程 A0902 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A0903 测绘地理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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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l〔） 生态环境 

保护工程 

A 1001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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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2 水污染控制工程 

A1003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工程 

A1004 
医疗和危险废物污染控制工

程 

A 1005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A 1006 土壤污染控制工程 

All 气象工程 

Al101 综合气象观测工程 

Al 102 气象信息化工程 

A1103 气象预报与灾害预警工程 

A1l04 气候与气候变化 

A1105 人工影响天气工程 

A1106 雷电监测预警与防护工程 

Al 107 公共气象服务工程 

Al2 地震工程 

A 1201 地震监测预报工程 

A1202 地震灾害预防工程 

A1203 地震应急救援与救灾工程 

A13 商物粮工程 

A1301 水产品加工与流通 

A1302 副产品与农副产品加工工程 

A1303 批发、配送与物流仓储工程 

A 1304 成品油储运工程 

A1305 冷冻冷藏工程 

A1306 
粮食基础建设工程（仓储、 

物流、质检、信息） 

A1307 农户储粮工程 

A 1308 
优质粮食工程（产后服务中

心） 

A14 其它 Al401 
其他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

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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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政府采购类 

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备 注 

BO 1 政府采购 BO 101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

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

法制定的采购目录及标准以

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按照财政部政府采

购品目分类目录和

自治区人民政府采

购目录及各级人民

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执行 

C、药品采购类 

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备 注 

CO 1 药品采购 Cob0' 
各级医疗机构所需的药品， 

各级疾控中心、结防所所需

的药品、一类疫苗、二类疫苗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CO2 
医用器材 

及耗材采购 
CO201 

各级医疗机构所需的医用器

材、耗材，各级疾控中心、 

结防所所需的试剂、耗材 

D、土地｛ 吏用权和矿业权出1 士类 

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备 注 

DO 1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交易 

DO 101 商业用地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D0102 商品住宅 

D0103 工业用地 

DO 104 旅游用地 

DO 105 娱乐用地 

D02 
矿业权交易 

（包括出让及

其他交易行为） 

D0201 探矿权 

D0202 采矿权 

E、国有： 和集体产权交易类 

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备 注 

EO 1 产（股）权交易 

EO 101 

行政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分

立、撤销、合并、改制、隶

属关系改变等原因，经批准

以公开竞争方式向社会转让

的产（股）权转让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E0102 
企业国有产（股）权整体或

部分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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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 物权交易 
E0201 

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

位资产处置等产权、物权交易

项目（含公房、工程等资产出

售、租赁，有一定价值的废旧、 

淘汰物品处置，各类上交物品

处置，其他物品处置）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E0202 企业国有实物资产转让 

E03 债权 
E0301 

行政机关、人民茸・ 体、事业 

单位债权对外处置 

E0302 国有企业债权对外处置 

F、其他类 

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备 注 

FO 1 政府特许经营 FO 101 

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

境保护、市政工程等基础设

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特许经

营项目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F02 林权交易 F0201 
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或个人承 

包经营的集体林权流转，以 

及依法再次流转的集体林权 

F03 
主要污染物 

排放权交易 
F0301 

主要污染物排放权有偿转让

项目（含国家及自治区确定

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主要污

染物排放权有偿使用）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F04 计划生育 F0401 计划生育避孕药具集中采购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F05 
户外广告 

经营权 
F0501 

户外广告经营权有偿转让 

（含城市路桥、公共场地、 

公园绿地、机场、房屋等建

筑物空间户外广告位出租；

依附市政设施、交通工具各

种形式户外广告位出租；其

他各类公共场所、市政设施

户外广告位出租等）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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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6 冠名权 F0601 

道路、桥梁、建筑、园林等

公共设施及大型活动冠名权

有偿转让项目（含公共设施

冠名权有偿转让、各类大型

活动冠名权有偿转让、其他

各类公共场所冠名权有偿转

让等）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F07 

公共场地 

使用权、承包

经营权 

F0701 

公共场所及市政公用设施使

用权、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

项目（含公共场地商业化运

作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市

政公用设施使用权、经营权

有偿转让；其他公共场地及

市政公共用设施使用权、承

包经营权有偿转让等）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F08 知识产权 

F0801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转让专利权、著作权、 

商标权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F0802 
国有企业转让专利权、著作

权、商标权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执行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宁夏军区。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政协办公厅， 自治区高级

法院，自治区检察院，中央驻宁各单位。 

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纸发 165 份 电发 48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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