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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简报 
〔2022〕第2期 

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2022年5月31日 

★ 

关于 2022年 4-5月 

学校招标采购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 

为推动学校招标采购工作顺利开展，及时掌握招标采购

项目的完成情况，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对经过职能部门审批

的项目进行了专项统计，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2022年 4-5月招标采购完成情况 

（一）招标采购项目： 2022 年 4-5 月共完成采购预算

金额 3335.66 万元，总成交金额 2878.78 万元，节支率

13.7%。 

1. 省集采中心采购：共 8 个项目，项目总预算额

3042.06 万元，总中标金额 2616.78 万元，节支率 14%。 

2. 校内集中采购：共 3 个项目，项目总预算额 151.5 万

元，总成交金额 150.6 万元，节支率 0.6%。 

3. 网上商城采购：项目总预算额 142.1 万元，总成交金

额 111.4 万元，节支率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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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招商招租：共 1 个项目，空置经营性用房评

估单价均价 36.63 元/㎡.月，成交单价均价 38.92 元/㎡.月。 

二、 2022年 4-5月重大项目招标采购完成情况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开标时间 
预算金额

(万元) 

中标金额

(万元) 
节支率 

1 

河南科技大学普通

全日制本科教材订

购项目 

后勤管理处

（后勤集团公

司、校医院） 

2022.05.18 1700 76% 24% 

2 

河南科技大学智能

系统优化与协同控

制平台建设项目 

信息工程学院 2022.04.26 110.0 109.0 0.9% 

3 

河南科技大学周

山、西苑、景华家

属楼漏雨维修项目 

后勤管理处

（后勤集团公

司、校医院） 

2022.05.09 198.06 189.62 4.3% 

4 

河南科技大学网络

安全靶场平台项目

（包1） 

信息工程学院 2022.05.18 125.0 115.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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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南科技大学招标采购管理系统”正式运行 

为进一步提高招标采购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招标

采购工作全流程信息化，更好地为广大教职工做好服务，国

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联合网络信息中心、

软件开发公司共同开发了招标采购管理系统。国有资产管理

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于 2022 年 3 月 27 日发出“河南

科技大学招标采购管理系统”上线试运行通知，该系统已上

线试运行一个月，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起开始正式运行。正

式运行后校属各单位将全部通过招标采购管理系统申请、审

批招标采购项目，原招标采购审批流程将从办公 OA 中撤销。 

四、集中采购项目中启用《采购需求书》《采购论证报

告》表单 

结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

要求，为加强学校集中采购项目需求管理，落实“无预算、

不采购，无计划、不采购”的采购原则，提高采购项目执行

5 

河南科技大学无人

农场研究平台建设

项目 

农业装备工程

学院 
2022.05.18 245.0 243.16 0.75% 

6 

河南科技大学新能

源车辆智能驾驶平

台搭建项目 

车辆与交通工

程学院 
2022.05.24 260.0 258.2 0.6% 

7 

河南科技大学航空

发动机高温涡轮叶

片多相流国防科技

实验室项目（包

2、包4） 

土木工程学院 2022.05.25 91.0 90.02 1.1% 

8 

河南科技大学微生

态与食管癌研究科

研平台设备采购项

目 

基础医学院 2022.05.26 313.0 311.78 0.4% 



采购简报〔2022〕第 2 期 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4 

 

效率，对于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 万元以上）的采

购项目，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制定了《采购需求书》（货物、

服务、工程）《采购论证报告》（货物、服务、工程）六个

表单（见附件），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起正式启用。 

五、落实《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持续开展政府采购活动中

妨碍公平竞争做法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 

按照《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持续开展政府采购活动中妨碍

公平竞争做法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今后校属各单位在集中采购需求编制、论证、招标采

购文件编制等工作方面不准出现如下情况： 

1. 不准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通过限定供应商资格、设置需

求指标等方式指定或变相指定特定供应商，排斥或变相排斥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新成立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排斥

或变相排斥特定区域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违规设立供

应商库，强制进入特定有形场所交易并通过本地注册、在本

地设立分支机构等要求设置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障碍。 

2. 不准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差别或歧视

待遇，以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

者国别等对供应商资格进行限定，指定购买特定国家或地区

品牌的产品，设置不符合采购需求特点的指标，指向内资或

外资企业产品。 

3. 不准在政府采购、学校集中采购、网上商城采购过程

中提前向特定供应商泄露标的信息，通过特定供应商报备、

提前授权等方式指定或变相指定特定供应商，排斥或变相排

斥其他供应商公平参与竞争。 

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将在今后的采

购需求、论证、招标采购文件审核中，重点审核以上内容，

对出现以上情况的单位要求做出纠正和修改，拒不纠正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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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按照《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管理办法》（河科大办

〔2022〕4 号）文件规定的监督追责程序执行，各单位应严

格按照《通知》要求，规范采购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切实

保障学校招标采购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六、启用河南科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

办公室）意见箱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

室）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更好地为广大教职工做好服务，

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现启用意见箱，邮

箱地址为：gzcyjx@haust.edu.cn。欢迎全校教职工对招标采

购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将在 3 个工作

日内给出处理结果或意见。 

七、进一步加强网上商城采购管理 

为切实贯彻落实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 年版）的通知》（豫财购〔2020〕

4 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

品目目录的通知》（豫财购【2018】4 号）和《河南科技大

学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试行）》（河科大办【2022】8

号）相关规定，我处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在校园网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网上商城采购管理的通知》，今后将对网上商

城采购加强管理，凡属于应按照网上商城进行采购的货物未

履行采购审批程序，学校财务部门将不予办理报账手续。 

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2022年5月31日 

呈：全体校领导 

发：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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