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通区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分类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提高

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采购效率和效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

管理条例》、《淮南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安徽省 2020-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淮财购〔2020〕34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淮南市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目录（2020年本）的通告》

（淮府办秘〔2020〕58号）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本区实际，

草拟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大通区范围内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招标、

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二、实行分级管理

（一）应当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公共资

源交易活动的项目包括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万元（含 400万）以

上的建设工程类项目；



（2）与工程建设类有关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万元（含 200万）以上的；

（3）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含 100万）以上的；

（4）政府采购项目货物、服务、工程类在 400万元（含

400万元）以上的；

（5）需要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其他公

共资源交易项目。

（二）应当进入区政府采购中心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

项目包括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60万元（含 60万元）以

上 400万元（不含 400万元）以下的工程类项目；

（2）与工程建设类有关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30万元(含 30万元）以上 200万元（不

含 200万元）以下的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3）工程建设服务项目：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

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 30万元(含 30万元）以上至 100万

元（不含 100万元）以下的；

（4）集中采购目录内除车辆、定点采购、网上商城采

购外，货物、服务类项目或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但达到采购

限额标准的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30



万元（含 30万元）以上 400万元（不含 400万元）以下

的；

（5）进入“淮采商城”采购的项目：集中采购目录内

14类通用办公设备。1、台式计算机；2、便携式计算机；3、
喷墨打印机；4、激光打印机；5、针式打印机；6、液晶显

示器；7、扫描仪；8、操作系统、办公软件；9、杀毒软件；

10、复印机；11、投影仪；12、多功能一体机；13、碎纸

机；14、空调机。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在 30万元以下

（不含 30万元）采用网上直接采购，30万元以上 400万

元以下（不含 400万元）采用网上反向竞价采购。“淮采商

城”中除以上 14类品目以外的货物、服务、工程，鼓励采

购单位从“淮采商城”中进行采购。

（三）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办理的项目包括

1、60万元（不含 60万元）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

2、30万元（不含 3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类项目。

四、明确办理程序

进入区采购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的项目，采购单位填写最

新版《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并携带申报表及相关

附件到区政府采购中心申请办理政府采购，区政府采购中心

在 3个工作日内对采购单位进行资料审查，并告知采购单位

审查结果。



网上商城采购项目：1、政府采购项目已列入年度政府

采购预算的，根据已批复的采购预算，由采购单位自行规范

填写《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区采购中心按照相关

采购程序办理。

2、如无年度采购预算，应按照以下审批流程申报：由

采购单位向区政府提出书面请示报告，分管副区长审批。请

示文件应明确采购物品依据、名称、数量、金额及资金来源。

审批程序完成后，由申请采购单位规范填写《大通区政府采

购项目申报表》，区采购中心按相关采购程序办理。

挂网采购项目：货物、服务类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30
万元，工程类项目单项采购预算满 60万元，由采购单位向

区政府提出书面请示，分管副区长审批。请示文件应明确项

目概况、采购方式、选择的采购代理机构、金额及资金来源。

以上审批程序完成后，申请单位规范填写《大通区政府采购

项目申请表》、《大通区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并按相关

规定组织采购。

五、相关工作要求

（一）坚持谁采购谁负责原则，采购人对采购预算、资

产配置、采购需求、采购计划、组织采购活动、履约验收等

采购全过程负有主体责任。采购人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

划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负责。预算单位应建立健全本



部门采购事项内部决策机制，加强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

依法合规履行好采购人主体责任，采购人对采购行为负责。

（二）采购单位应对其所提供资料（包括纸质资料和电

子档）的准确性负责，因资料提供错误或提供资料不全而造

成的后果由采购单位自行承担。

（三）建设单位应做好项目预算工作，在施工过程中涉

及工程变更签证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查和报批手续，

预算追加原则上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5%。

（四）同一单位、同一年度、相同性质的政府采购货物、

服务类、工程类应整合打包集中采购，严禁采购单位和建设

单位将项目拆分以规避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或区

政府采购中心。

（五）中标单位及服务单位相关规定及要求：在招标采

购活动中的中标人，中标后擅自放弃中标资格或不按规定履

行合同的，存在转包、分包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中标资

格，两年内不得参加大通区招投标和政府采购项目，记入不

良记录，同时将有关情况上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如调

查发现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责任。

（六）各单位未按本通知要求的管理级次和管理程序进

行采购的，一经查实，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处分。

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大通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大通区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基本流程> <大通

区小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名录库管理办法>的通知》（大

府办〔2020〕32号）同时废止。

七、如中央、省、市出台新的文件规定，可根据新的文

件规定进行适时调整。

八、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

2.请示



抄：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

法院办公室，区检察院办公室，各人民团体。

大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日印发

附件 1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服务)

采购单位（公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预算 采购方式

资金来源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1.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2、区政府审批文件；3.采购

需求（服务内容及要求）；4.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

书。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货物）

项目单位（公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预算 采购方式

资金来源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1.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2、区政府审批文件；3.采购

需求（设备及材料清单）；4.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

书。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施工）

项目单位（盖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方式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项目控制

价 （审计部门审

计）

资金来源



建设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

1、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2、区政府审批报告 3.立项（立

项备案）批文；4.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施工图纸审查意

见书）；5.经审计的控制价及清单定案表，6.代理合同、代理机

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书，7.技术资料（工程图纸、技术参数等）。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建设工程项目申报表（服务）

采购单位（盖章）：

项目单位 申报日期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方式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项目预算 资金来源

建设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

1. 立项（立项备案）批文，2.区政府审批报告 3.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4. 工程服务需求，

5. 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书,6. 施工合同。设计服务受理需提供 12345，监

理服务受理需提供 123456.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大通区建设工程项目申报表（货物）

项目单位（盖章）：

项目单位 申报日期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方式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项目预算 资金来源

建设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

1、立项批文或文件批文；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施

工图纸审核意见书）；3.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4、区

政府审批报告；5.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

书。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淮采商城）

项目单位（公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预算 采购方式

资金来源

项目资料： 1.采购预算资金证明或区政府审批文件

2、采购需求（采购清单）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采 购 清 单

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采购品目 规格参数

按通用

配置标

准应配

置数量

已配

置数

量

本次

采购

数量

预算单

价

（元）

预算金

额

（元）



合 计

附件 2

XXX 单位关于申请政府采购

（淮采商城）XXX 的请示

区政府：



我单位因 XX 现需从淮采商城采购 XX

一、采购说明（依据）

二、采购名称、按通用配置标准应配置数量，已配置数

量，本次采购数量

三、预算金额、资金来源

四、采购方式

XXX 单位关于申请政府采购

（货物、服务、工程类）XXX 的请示

区政府：

一、项目概况



二、采购名称大通区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

分类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提高

政府采购及工程建设招标采购效率和效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

管理条例》、《淮南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安徽省 2020-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淮财购〔2020〕34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淮南市公共资源进场交易目录（2020年本）的通告》

（淮府办秘〔2020〕58号）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本区实际，

草拟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大通区范围内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招标、

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二、实行分级管理

（一）应当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公共资

源交易活动的项目包括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万元（含 400万）以

上的建设工程类项目；



（2）与工程建设类有关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万元（含 200万）以上的；

（3）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含 100万）以上的；

（4）政府采购项目货物、服务、工程类在 400万元（含

400万元）以上的；

（5）需要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其他公

共资源交易项目。

（二）应当进入区政府采购中心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

项目包括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60万元（含 60万元）以

上 400万元（不含 400万元）以下的工程类项目；

（2）与工程建设类有关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30万元(含 30万元）以上 200万元（不

含 200万元）以下的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3）工程建设服务项目：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

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 30万元(含 30万元）以上至 100万

元（不含 100万元）以下的；

（4）集中采购目录内除车辆、定点采购、网上商城采

购外，货物、服务类项目或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但达到采购

限额标准的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30



万元（含 30万元）以上 400万元（不含 400万元）以下

的；

（5）进入“淮采商城”采购的项目：集中采购目录内

14类通用办公设备。1、台式计算机；2、便携式计算机；3、
喷墨打印机；4、激光打印机；5、针式打印机；6、液晶显

示器；7、扫描仪；8、操作系统、办公软件；9、杀毒软件；

10、复印机；11、投影仪；12、多功能一体机；13、碎纸

机；14、空调机。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在 30万元以下

（不含 30万元）采用网上直接采购，30万元以上 400万

元以下（不含 400万元）采用网上反向竞价采购。“淮采商

城”中除以上 14类品目以外的货物、服务、工程，鼓励采

购单位从“淮采商城”中进行采购。

（三）由采购单位自行组织办理的项目包括

1、60万元（不含 60万元）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

2、30万元（不含 3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类项目。

四、明确办理程序

进入区采购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的项目，采购单位填写最

新版《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并携带申报表及相关

附件到区政府采购中心申请办理政府采购，区政府采购中心

在 3个工作日内对采购单位进行资料审查，并告知采购单位

审查结果。



网上商城采购项目：1、政府采购项目已列入年度政府

采购预算的，根据已批复的采购预算，由采购单位自行规范

填写《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区采购中心按照相关

采购程序办理。

2、如无年度采购预算，应按照以下审批流程申报：由

采购单位向区政府提出书面请示报告，分管副区长审批。请

示文件应明确采购物品依据、名称、数量、金额及资金来源。

审批程序完成后，由申请采购单位规范填写《大通区政府采

购项目申报表》，区采购中心按相关采购程序办理。

挂网采购项目：货物、服务类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满 30
万元，工程类项目单项采购预算满 60万元，由采购单位向

区政府提出书面请示，分管副区长审批。请示文件应明确项

目概况、采购方式、选择的采购代理机构、金额及资金来源。

以上审批程序完成后，申请单位规范填写《大通区政府采购

项目申请表》、《大通区建设工程项目申请表》，并按相关

规定组织采购。

五、相关工作要求

（一）坚持谁采购谁负责原则，采购人对采购预算、资

产配置、采购需求、采购计划、组织采购活动、履约验收等

采购全过程负有主体责任。采购人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

划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负责。预算单位应建立健全本



部门采购事项内部决策机制，加强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

依法合规履行好采购人主体责任，采购人对采购行为负责。

（二）采购单位应对其所提供资料（包括纸质资料和电

子档）的准确性负责，因资料提供错误或提供资料不全而造

成的后果由采购单位自行承担。

（三）建设单位应做好项目预算工作，在施工过程中涉

及工程变更签证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查和报批手续，

预算追加原则上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5%。

（四）同一单位、同一年度、相同性质的政府采购货物、

服务类、工程类应整合打包集中采购，严禁采购单位和建设

单位将项目拆分以规避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或区

政府采购中心。

（五）中标单位及服务单位相关规定及要求：在招标采

购活动中的中标人，中标后擅自放弃中标资格或不按规定履

行合同的，存在转包、分包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中标资

格，两年内不得参加大通区招投标和政府采购项目，记入不

良记录，同时将有关情况上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如调

查发现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责任。

（六）各单位未按本通知要求的管理级次和管理程序进

行采购的，一经查实，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处分。

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大通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大通区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基本流程> <大通

区小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名录库管理办法>的通知》（大

府办〔2020〕32号）同时废止。

七、如中央、省、市出台新的文件规定，可根据新的文

件规定进行适时调整。

八、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

2.请示



抄：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

法院办公室，区检察院办公室，各人民团体。

大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日印发

附件 1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服务)

采购单位（公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预算 采购方式

资金来源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1.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2、区政府审批文件；3.采购

需求（服务内容及要求）；4.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

书。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货物）

项目单位（公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预算 采购方式

资金来源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1.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2、区政府审批文件；3.采购

需求（设备及材料清单）；4.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

书。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施工）

项目单位（盖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方式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项目控制

价 （审计部门审

计）

资金来源



建设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

1、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2、区政府审批报告 3.立项（立

项备案）批文；4.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施工图纸审查意

见书）；5.经审计的控制价及清单定案表，6.代理合同、代理机

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书，7.技术资料（工程图纸、技术参数等）。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建设工程项目申报表（服务）

采购单位（盖章）：

项目单位 申报日期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方式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项目预算 资金来源

建设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

1. 立项（立项备案）批文，2.区政府审批报告 3.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4. 工程服务需求，

5. 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书,6. 施工合同。设计服务受理需提供 12345，监

理服务受理需提供 123456.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大通区建设工程项目申报表（货物）

项目单位（盖章）：

项目单位 申报日期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方式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竣工时间

建设规模（㎡） 建设地点



项目预算 资金来源

建设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 是否首次招标

项目资料：

1、立项批文或文件批文；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施

工图纸审核意见书）；3.业主单位出具资金落实证明；4、区

政府审批报告；5.代理合同、代理机构资质及项目负责人证

书。

注：未达到公开招标限额项目业主自行决定采购方式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大通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表（淮采商城）

项目单位（公章）

采购单位 申报日期

采购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采购预算 采购方式

资金来源

项目资料： 1.采购预算资金证明或区政府审批文件

2、采购需求（采购清单）

采购单位负责人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二份，采购人一份，采购中心一份。

采 购 清 单

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采购品目 规格参数

按通用

配置标

准应配

置数量

已配

置数

量

本次

采购

数量

预算单

价

（元）

预算金

额

（元）



合 计

附件 2

XXX 单位关于申请政府采购

（淮采商城）XXX 的请示

区政府：



我单位因 XX 现需从淮采商城采购 XX

一、采购说明（依据）

二、采购名称、按通用配置标准应配置数量，已配置数

量，本次采购数量

三、预算金额、资金来源

四、采购方式

XXX 单位关于申请政府采购

（货物、服务、工程类）XXX 的请示

区政府：

一、项目概况

二、采购名称



三、预算金额、资金来源

四、采购方式

五、选择采购代理机构

六、其他

三、预算金额、资金来源

四、采购方式

五、选择采购代理机构

六、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