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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2022年3月31日 

★ 

关于 2022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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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招标采购完成情况 

 2022 年第一季度共完成采购预算金额 1425.8 万元，总

成交金额 1319.5 万元，节支率 7.5%。 

（一）省集采中心采购项目：共 5 个项目，总预算额

760.8 万元，总中标金额 733.9 万元，节支率 3.5%。 

（二）校内集中采购：共 21 个项目，项目总预算额

618.4 万元，总成交金额 544.1 万元，节支率 12 %。 

（三）网上商城采购：项目总预算额 46.6 万元，总成交

金额 41.5 万元，节支率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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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2年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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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科技大学基

于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的材料学院

专业实验室建设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2022.01.05 208.04 207.785 0.12% 

2 

河南科技大学有

害废弃物处置系

统建设项目 

教务处 2022.01.11 162.0 161.38 0.38% 

3 

河南科技大学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

改造与升级项目 

教务处 2022.01.11 150.0 149.895 0.07% 

4 
河南科技大学浴

池热水采供项目 
后勤管理处 2022.03.15 140.8 121.5045 13.7% 

5 
河南科技大学专

利导航服务项目 
图书馆 2022.03.17 100.0 93.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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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建设 

（一）完善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相关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完善我校招标采购制度建设体系，加强内控建

设，落实招标采购新政策，经过对多家省内外高校现行招标

采购制度的调研学习和招标采购领导小组、校长办公会研究

通过，我校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下发了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

采购相关管理制度。具体如下： 

1.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4 号） 

2.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集中采购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5 号） 

3.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自行采购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6 号） 

4.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单一来源采购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7 号） 

5.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8 号） 

6.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9 号） 

7.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10 号） 

8.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河科大办〔2022〕11 号） 

以上所有文件均已在校园网文件发布栏公布，其中《河

南科技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为对 2019

年制定的文件进行修订，其余都是新制定。所有文件试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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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年后根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修改后正式出台。 

（二）制度文件体系解读 

《河南科技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是学校指导、规范

招标采购工作的根本法，它规定了学校招标采购工作的领导

机制、管理模式、组织方式、主体责任等；《集中采购管理

办法》和《自行采购管理办法》是对《招标采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限额上、下采购组织方式等的细化；《单一来源采购

管理办法》、《网上商城管理办法》是在学校日常实际工作

中运用较多、或因采购方式特殊、落实新政策等原因需要特

别强调、细化管理的采购方式。以上 5 个文件以“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两个必要补充”的形式，基本涵盖了学校招标

采购工作的主体内容。评审专家管理、监督管理、代理机构

管理是招标采购主体工作之外的必要支撑和辅助层面，规范

管理、出台制度是招标采购管理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制度制定的主要政策依据 

财政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政府采购法》征

求意见稿、《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政府采购代理机

构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等。 

（四）核心制度文件的主要修订部分 

1、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校长办公室、图书馆、网络

中心； 

2、学校自行采购限额由 3 万拟提升到 20 万； 

3、招标采购范围：由财政资金转变为纳入学校管理的

所有资金（横向科研课题经费、独立法人，采购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纳入自行采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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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商、招租纳入学校统一管理，单项年度金额 30 万

元以下的，自行采购； 

5、管理体制：由“领导小组—专业组—招标采购管理

办公室”变为“领导小组—归口管理部门—招标采购管理办

公室—项目单位”； 

5、监督体制改变：由财务处、审计处负责招标采购工

作全过程监督变为招标采购监督工作分级负责，引入招标采

购监督专员库进行项目监督。 

四、征集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评审专家和河南科技

大学招标与采购监督专员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招标与采购工作，依据《河南科技大

学招标与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试行）》和《河南科技大

学招标与采购监督管理管理办法（试行）》，国有资产管理

处（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面向全校征集了河南科技大学招

标与采购评审专家和监督专员。 

五、完成河南科技大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工作 

（一）完成河南科技大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笔试面

试环节 

2022 年 2 月 22 日，根据疫情防控政策，在纪委、专家

和各部门的监督和配合下，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对通过河南

科技大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参选文件遴选环节的 40 家

（包 1 含 29 家，包 2 含 11 家）代理机构在炎黄科技园完成

了河南科技大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笔试面试环节。经过

一天的考核，依据各代理机构的笔试面试成绩和河南科技大

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文件，最终包 1 共有 20 家代理机

构进入了现场考察环节、包 2 共有 11 家代理机构进入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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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考察环节。 

（二）完成河南科技大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现场考

察环节 

根据疫情防控政策，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组织现场考察专家通过线上考察完成了河南科技大

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现场考察环节，最终包 1 共有 15

家代理机构通过了现场考察环节、包 2 共有 11 家代理机构

通过了现场考察环节。至此，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完成了河

南科技大学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的全部工作。 

六、“河南科技大学招标采购管理系统”上线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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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经过前

期功能调试、项目测试、安全检测，现已正式上线试运行，

试运行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27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 

 

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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