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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购 简 报 
〔2019〕第 2 期  

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9 日 

★ 
关于 2019 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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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二季度采购预算 4140.41万元，完成 4140.41万元，总中标

金额 3907.06万元，节支率 5.64%。 

（一）省集采中心采购项目：总预算额 3004.02万元，总中

标金额 2875.22万元，节支率 4.29%。  

（二）校内集中采购：项目总预算额 979.18 万元，总成交

金额 895.07 万元，节支率 8.59%。 

（三）网上商城采购：项目总预算额 157.21 万元，总成交

金额 136.78 万元，节支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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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项目 

（一）“我 i 科大”智慧校园二期建设项目 

网络信息中心通过办公 OA 申请“我 i 科大”智慧校园二期

建设项目 2019年 4 月 23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7天）； 

4 月 24 日招标办报财政厅备案通过，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 

5 月 22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招

标文件(用时 28天),6月 4 日发布公告，6 月 26日完成招标（用

时 23 天，法定时间≥20 天）； 

该项目自进入招标流程到招标完成历时共 71 天。    

该项目预算 280 万元，中标价 276.40 万元，节支率 1.29%。 

采购申请单位：网络信息中心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二）废弃物零排放循环利用创新实验室建设设备（国产）

项目 

化工与制药学院通过办公 OA 申请废弃物零排放循环利用创

新实验室建设设备（国产）项目 2018 年 12 月 28 日到达招标办

（用时 9 天）； 

1 月 29 日预算资金下达，招标办报财政厅备案通过，采购方

式为公开招标； 

3 月 5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招

标文件(用时 6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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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发布公告，4月 10日开标，无供应商投标； 

4 月 15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招

标文件修改稿(用时 6 天)； 

4 月 22 日二次发布公告； 

5 月 14 日重招，完成采购(用时 23 天，法定时间≥20 天)； 

该项目自进入招标流程到招标完成历时共 146天。 

该项目预算 246.50万元，中标价 245.80万元，节支率 0.28%。 

采购申请单位：化工与制药学院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三）多媒体设备改造升级项目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通过办公 OA 申请多媒体设备改造升级项

目 1 月 4 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8天）； 

1 月 29 日预算资金下达，招标办报财政厅备案通过，采购方

式为公开招标； 

3 月 21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招

标文件（用时 52天）； 

4 月 1 日代理机构提修改意见，4月 15日接到修改后文件（用

时 15 天）； 

4 月 16 日发布公告，5 月 9 日完成招标（用时 24 天，法定

时间≥20天）； 

该项目自进入招标流程到招标完成历时共 13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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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预算 210 万元，中标价 207.70 万元，节支率 1.10%。 

采购申请单位：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四）西苑校区中心配电站升级改造项目 

后勤集团公司通过办公 OA 申请西苑校区中心配电站升级改

造项目，1 月 14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7天）； 

4 月 15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后管处、审计处会审过的招

标文件（用时 87天）； 

4 月 16 日在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发布公告，后补充了一次设计图纸，变更了一次付款方式，5 月

13 日完成招标（用时 28天，法定时间≥20天）； 

该项目自进入招标流程到招标完成历时共 126天。 

该项目预算 220.28 万元，总成交价 218.38 万元，节支率

0.86%。 

采购申请单位：后勤集团公司 

招标采购专业组：后勤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五）公开遴选小型修缮工程项目施工单位 

4 月 24 日发布采购公告，分三个标段公开遴选小型修缮工程

项目施工单位。5 月 7 日发布公开遴选小型修缮工程项目施工单

位入库公告，标段一（房屋扩建、房屋维修、装修装饰、道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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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维修类项目）入库 41 家施工单位，标段二（建筑防水、防腐

保温施工类项目）入库 21 家，标段三（消防设施维修及消防工

程维保类项目）入库 10家。 

采购申请单位：后勤集团公司、基建处、保卫处 

招标采购专业组：基建处、后勤管理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六）学生食堂原材料供应商资格遴选项目 

4月 30日发布学生食堂原材料供应商资格遴选项目采购公告，

共分十五个包段。5 月 28 日发布考察公告。7 月 1 日发布入库公

告。包 1（大米供应商资格遴选）入库 4 家，包 2（食用油供应

商资格遴选）入库 2 家，包 3（面粉供应商资格遴选）入库 3家，

包 5（猪肉供应商资格遴选）入库 3 家，包 7（鲜鸡鸭肉供应商

资格遴选）入库 3 家，包 9（冷冻鸡鸭供应商资格遴选）入库 3

家，包 10（速冻类供应商资格遴选）入库 3 家，包 11（蔬菜供

应商资格遴选）入库 3 家。包 4（杂粮供应商资格遴选）、包 6

（鲜牛羊肉供应商资格遴选）、包 8（水产供应商资格遴选）、

包 12（干货调料供应商资格遴选）、包 13（饮品日化供应商资

格遴选）、包 14（禽蛋类供应商资格遴选）、包 15（豆芽供应

商资格遴选）未成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采购申请单位：后勤集团公司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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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微生物实验中心建设（国产）项目 

动物科技学院通过办公 OA 申请微生物实验中心建设（国产）

项目 2018 年 12月 25 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5天）； 

2018 年 12 月 26日招标办报财政厅备案通过，采购方式为公

开招标；2019 年 2 月 26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

处会审过的招标文件（用时 63 天）；2 月 28 日发布公告，3 月

21 日包 2完成采购（用时 22 天，法定时间≥20 天）； 

4 月 10 日招标办接到由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二次会审

过的招标文件（包 1、包 3）；4月 12 日发布公告，5 月 7 日包 1、

包 3 完成采购（用时 26天，法定时间≥20天）； 

该项目自进入招标流程到招标完成历时共 138天。 

该项目预算 211.5 万元，共分为 3 个包段。包 1 预算 83.6

万元，中标价 59.88 万元，节支率 28.37%；包 2预算 71.66万元，

中标价 70.88 万元，节支率 1.09%；包 3 预算 56.24 万元，中标

价 53.30 万元，节支率 5.23%。 

采购申请单位：动物科技学院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八）摩擦副极限寿命及延寿评估科研平台项目 

摩擦学实验室通过办公 OA 申请摩擦副极限寿命及延寿评估

科研平台项目 1月 19 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11 天）； 

1 月 29 日预算资金下达，招标办报财政厅备案通过，采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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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公开招标；；  

2 月 28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磋

商文件（用时 31天）； 

3 月 4 日发布公告；3 月 26日包 1 招标完成，包 2 废标（用

时 23 天，法定时间≥20 天）； 

4 月 23 日包 2 二次招标，废标；5 月 28 日包 2 三次招标，

废标； 

6 月 5 日发布公告，6 月 28日包 2 四次招标，采购完成（用

时 67 天）。 

该项目自进入招标流程到招标完成历时共 171天。 

该项目预算 252万元，共分为 2个包段。包 1预算 150 万元，

中标价 149万元，节支率 0.67%；包 2 预算 102万元，中标价 101

万元，节支率 0.98%。 

采购申请单位：摩擦学实验室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三、重要项目 

（一）“中国道路”体验中心设备采购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办公 OA申请单一来源采购“中国道路”

体验中心设备项目 4 月 29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4天）； 

5 月 11 日至 5 月 17 日公示，5 月 21 日招标办报财政厅备案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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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单

采文件（用时 21天）； 

6 月 14 日发布公告，6月 20日完成采购（用时 7天）， 

该项目自进入采购流程到采购完成历时共 56 天。 

该项目预算共 120 万元，成交价 119.3 万元，节支率 0.58%。 

采购申请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二）“中国道路”体验中心装修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办公 OA 申请“中国道路”体验中心装

修项目 4 月 28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21 天）； 

5 月 14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后管处、审计处会审过的采

购文件（用时 16天）； 

5 月 23 日在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发布公告，6 月 3日第一次磋商，无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6 月 3

日发布第二次公告，6 月 24 日完成采购（用时 22 天，法定时间

≥10天）； 

该项目自进入采购流程到采购完成历时共 78 天。 

该项目预算 160万元，总成交优惠率 15.7%。 

采购申请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 

招标采购专业组：后勤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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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磁悬浮系统保护轴承寿命试验机和高速轴承保持架运

动状态试验机项目 

机电工程学院通过办公 OA 申请单一来源采购磁悬浮系统保

护轴承寿命试验机和高速轴承保持架运动状态试验机项目 3 月 4

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18天）； 

采购人准备公示材料，3 月 14 日至 3 月 20 日公示，4 月 15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单采文件（用

时 34 天）； 

4 月 25 日发布公告，5 月 16 日采购废标；5 月 20 日发布公

告，5月 27日重招完成（用时 33天）； 

该项目自进入采购流程到采购完成历时共 102天。 

该项目预算 163万元，共分为 2个包段。包 1 预算 88 万元，

成交价 87.6 万元，节支率 0.45%；包 2 预算 75 万元，成交价 74.8

万元，节支率 0.27%。。 

采购申请单位：机电工程学院 

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四）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 

化工与制药学院通过办公 OA 申请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信

息化建设项目 1月 17 日到达招标办（用时 29天）；因其中含有

集采目录品目，分成两个项目，即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

项目、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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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 

3 月 14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采

购文件（用时 56天）； 

3 月 20 日发布公告，4 月 2日包 1、包 3完成采购（用时 14

天）； 

5 月 24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二次会审过

的采购文件（用时 53 天）； 

6 月 4 日发布公告，6 月 17 日包 2 完成采购（用时 14 天，

法定时间≥10 天）； 

该项目自进入采购流程到采购完成历时共 180天。 

该项目预算 182.62 万元，共分为 3 个包段。包 1预算 73.05

万元，成交价 72.50 万元，节支率 0.75%；包 2预算 45万元，成

交价 41万元，节支率 8.89%；包 3预算 64.57万元，成交价 61.8

万元，节支率 4.29%。 

2.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 

3 月 14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采

购文件（用时 56天）； 

4 月 2 日发布公告，4 月 17 日完成采购（用时 16 天，法定

时间≥10天）； 

该项目自进入采购流程到采购完成历时共 119天。 

该项目预算 117.38万元，成交价 114.98万元，节支率 2.04%。 

采购申请单位：化工与制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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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专业组：国有资产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五）高端轴承摩擦学技术与应用实验室搬迁装修项目 

河南省材料摩擦学重点实验室通过办公 OA 申请高端轴承摩

擦学技术与应用实验室搬迁装修项目 2 月 27 日到达招标办（用

时 27 天）； 

3 月 14 日招标办接到申请单位、国资处、审计处会审过的单

采文件（用时 16天）； 

3 月 19 日发布公告，4 月 10日招标完成（用时 23天，法定

时间≥20天）； 

该项目自进入采购流程到采购完成历时共 69 天。 

该项目预算 177万元，中标优惠率：13%。 

采购申请单位：河南省材料摩擦学重点实验室 

招标采购专业组：后勤管理处 

采购管理单位：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四、制度建设 

制订《河南科技大学小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提高采购效率，

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需求，按照优化服务、简化程序的原则，依

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省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购〔2017〕6 号）和《河南科技大学

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河科大办〔2017〕7 号）要求，结合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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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制订《河南科技大学小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河科大政办〔2019〕8 号）（见附件 1）。 

五、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按照《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购【2019】3 号）要求，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增强政府采购透明度。（公告模板见附件

2.1-附件 2.11）。 

（一）明确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责任。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公开责任。 

采购人应当依法履行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严格执

行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制度。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的，在委托

协议中应当明确委托信息公开的有关事项。 

做好汇总、复核、报送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省财政厅负责全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的统一发布和管理。 

（二）及时完整全面发布政府采购信息。 

及时准确发布采购信息。 

全面完整公开采购信息。 

（三）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内控管理。 

政府采购信息实行权限管理和留痕管理。 

重点加强对单一来源采购公示、采购文件、采购结果和采购

合同等信息的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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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河南科技大学小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河科大政办〔2019〕8 号） 

附件 2： 

2.1   公开招标公告 

2.2   资格预审公告 

2.3   竞争性谈判（磋商）公告 

2.4   询价公告 

2.5   采购信息更正公告 

2.6   中标公告 

2.7   成交公告 

2.8   废标（终止）公告 

2.9   采购合同公告 

2.10  验收报告公示 

2.11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6月 29日 

 

呈：全体校领导 

发：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主    编：刘岳文   

责任编辑：韦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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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河科大政办〔2019〕8号  

 

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 

小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小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已经 2019

年 5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5月 9 日 

 



15 
 

河南科技大学 

小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提

高采购效率，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需求，学校按照优化服务、

简化程序的原则，依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省属高校和科研

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购〔2017〕

6 号）和《河南科技大学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河科大办〔2017〕

7 号）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中科研仪器设备是指使用科研经费或

者使用各类专项经费预算中用于科研活动的仪器设备，以及

与科研仪器设备配套使用实现科研用途所必需的配件、耗材

及软件等。但不包含行政办公、后勤保障等用途的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内的设备。 

采购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品目内的科研仪器设备，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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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南科技大学关于

网上商城采购的相关要求。 

采购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等保密要求的科研仪器设

备，按照相关保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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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限额 

第三条  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为 5万元及以下的科研仪

器设备采购。 

第四章  审批程序 

第四条  小额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由采购申请单位按照

学校现行的采购审批流程提交采购申请，经校内有关部门审

批同意后，由采购申请单位组织采购。 

第五章  采购方式 

第五条  采购申请单位根据项目情况，本着公平、公正

的原则，选择合适的采购方式。 

（一）科研仪器设备规格和标准统一、货源充足且价格

变化幅度小的采购项目，可以采用询价方式采购。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可以采

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1.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2.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

购的； 

3.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

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 

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采购项目，需同时提供单一来源

采购论证资料。 

采购申请单位选用采购方式时，应根据采购方式的适用

条件和要求合理选择。 

第六章  采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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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所有采购项目须在完成立项审批后再进入采

购程序。 

（一）采取询价方式采购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1.成立询价小组。询价小组成员人数为 3人及以上单数，

包括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相关或相近的校内专业人员组成。

特殊项目或复杂项目可从学校专家库抽取。 

2.制定采购方案。采购方案应当明确采购内容以及相关

要求； 

3.询价。询价小组从符合相应条件的潜在供应商中选择

不少于 3 家的供应商进行比价； 

4.确定成交供应商。询价小组按照采购需求、质量和服

务等同等条件完全满足，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二）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1.成立谈判小组。询价小组成员人数为 3人及以上单数，

包括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相关或相近的校内专业人员组成。

特殊项目或复杂项目可从学校专家库抽取。 

2.制定采购方案。采购方案应当明确采购内容以及相关

要求。 

3.谈判。采购人应当在保证设备质量和服务的前提下，

按照物有所值原则与拟成交供应商进行谈判，合理确定价格。 

第七章  组织方式 

第七条  自行采购方式可以通过供方市场、网络查询等

方式与供应商进行询价、谈判。也可以要求供应商到采购申

请单位进行询价、谈判，采购申请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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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择。 

第八章  主要职责 

第八条  采购申请单位履行自行采购管理的主体责任，

对采购过程进行全面记录，并对结果负责。 

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接收并审核采购申请单位提交的

采购材料。 

财务处负责对采购项目经费来源、付款方式和资金使用

进行审核。 

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负责对采购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

监督。 

审计处、监察处进行再监督，并按照管理权限对采购行

为中违规违纪人员进行处理。 

第九章  相关要求 

第九条  采购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 

第十条  采购项目的论证、合同履行、验收入库等工作

按照学校现行管理制度执行。 

第十一条  采购结果确定后，采购申请单位应将《河南

科技大学自行采购报告》以附件形式上传至办公 OA 的采购

审批流程，进行网上备案。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律法规应当集

中采购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集中采购。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限制或者排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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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质的供应商参加采购，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采购活

动。 

第十四条  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必须回避。 

第十五条  采购当事人必须遵守采购纪律，公正廉洁、

保守秘密、按章办事、不徇私情。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学校将依法依

规追究其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负责进行解

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河南科技大学自行采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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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科技大学自行采购报告 

（询价/单一来源） 

评审时间  评审地点  

申请单编号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单位：元） 

经办人  联系电话  

采购方式 

在后面的（）内打√ 
询价  （  ）       单一来源   （  ） 

供 

应 

商 

信 

息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报价（元） 排名 

     

     

     

评审结果 

【说明采购具体内容，依据（资格审核情况、技术参数评审情况、价格、

质量要求、交货期、质保期、服务承诺等）】结论： 

 

成交供应商名称及联系人电话： 

 

成交价格： 

 

评审小组 

成员签字 

成员 1（组长） 成员 2 成员 3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批准自行采购后填写此表；2.此表签字、盖公章后扫描；3.扫描件以附件形式

上传至 OA 流程，转交至招标办结束流程；4.负责人应为采购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可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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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年 5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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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公开招标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项目预算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最高限价，应写明） 

四、采购需求（包括目标、标准、数量、规格、服务要求、验收

标准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类项目，要注明服务期限） 

五、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_________________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是否接受进口产品：是/否 

八、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至_____年

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售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投标截止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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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发布公告的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招标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十二、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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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资格预审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项目预算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最高限价，应写明） 

四、采购需求（包括目标、标准、数量、规格、服务要求、验收

标准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类项目，要注明服务期限） 

五、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_________________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至_____年

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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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格预审（审查）日期及地点：_____年____月____日 

十、审查标准、方法 

    投标人应当提供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和格式。 

十一、发布公告的媒介及资格预审公告期限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资格预审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十二、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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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竞争性谈判（磋商）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项目预算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有最高限价，应写明） 

四、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_________________ 

五、项目基本情况（包括数量、规格描述等）：____________ 

   （服务类项目，要注明服务期限）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竞争性磋商文件）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至_____年

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售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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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响应文件的开启时间及地点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发布公告的媒介及公告期限 

本次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公告期限为三个工作日。 

十一、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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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询价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项目预算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_________________ 

五、项目基本情况（包括数量、规格描述等）：____________ 

   （服务类项目，要注明服务期限）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询价文件的获取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至_____年

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售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响应文件的开启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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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 

2.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发布公告的媒介及公告期限 

本次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公告期限为三个工作日。 

十一、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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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信息更正公告 

 

一、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首次公告日期及发布媒体：_____年____月____日 

四、原投标截止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或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五、变更内容 

原采购信息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变更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附件：采购信息变更后内容（信息变更较多的可以采用附件

形式）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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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中标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四、评标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五、招标公告发布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六、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 

七、中标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八、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属于采购人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应该按规定进行标

注。） 

九、邀请招标：按规定增加被推荐供应商名单及推荐理由 

十、招标代理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收费金额 

十一、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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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中标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 

十二、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附件：1.中标清单：包括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单价、服务要求等。 

      2.招标文件。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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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成交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采购公告发布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四、评审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五、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 

              询价（      ），单一来源采购（      ）。 

六、成交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成交金额 

     

     

     

七、采购小组成员名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须按规定做出标注） 

八、招标代理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及收费金额 

九、成交公告发布的媒介及成交公告期限 

本成交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成交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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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附件：1.成交清单：包括主要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单价、服务要求等。 

      2.实质性变动的竞争性谈判（磋商）文件或其他采购 

      文件。 

      3.采用书面推荐方式邀请供应商的，采购人和评审专 

      家的推荐意见。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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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废标（终止）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采购公告发布日期及及原公告发布媒体：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四、开标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五、废标（终止）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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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合同公告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 

三、中标（成交）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类型：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微企业（  ）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四、合同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 

2.采购代理机构：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 

 

附件：采购合同文本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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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验收报告公示 

 

一、合同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中标（成交）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 

三、合同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主要履约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______ 

五、验收结论性意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验收小组成员名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联系方式 

采 购 人：_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 

 

附件：验收报告文本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38 
 

附件 2.11 

 

×××（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一、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项目预算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拟成交供应商名称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拟提供货物或服务项目基本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 

五、单一来源采购原因及相关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专家论证意见（不少于三名行业技术专家） 

    1.论证意见：专家姓名：________工作单位：_________ 

    职务（职称）：________ 

    2.论证意见：专家姓名：________工作单位：_________ 

    职务（职称）：________ 

    3.论证意见：专家姓名：________工作单位：_________ 

    职务（职称）：________ 

    …… 

七、其它需公示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公示期限：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至_____年

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九、异议反馈时限：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至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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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 

十、联系方式 

1.采 购 人：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2.政府采购监管部门：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3.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电    话：______________ 

 

发布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布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