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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政策重点解读

一、政策重点词汇释义

1、财政性资金：

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

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视同财政性资金。

既使用财政性资金又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部

分，适用政府采购法及其条例；使用财政性资金与非财政性资金无法

分割采购的，统一适用政府采购法及其条例。

理解财政性资金的定义：

新《预算法》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

行政单位的财政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事业单位的财政补助收入、事

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

实际上淡化了对资金来源的要求，即：只要是预算单位进行的采购活

动，都应依法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财政性资金的解释，仅仅适用于界定政府采购适用范围，不适用

其他财政管理领域。

与 GPA衔接。国际立法中，只要是为了政府目的而进行的采购，

不论资金性质和来源，都属于政府采购。

在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后，混合资金的情况相对较

少。

财政性资金细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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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之外的纳入预算

管理的资金，例如一些横向的科技资金等。

因有拼盘项目，因此采购计划和采购金额的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性

资金和非财政性资金。

2.工程：

政府采购法：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

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

物、服务，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

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适用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前款所称工程，是

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

修、拆除、修缮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所

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

等服务。

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应当执行政府

采购政策。

3.服务：

政府采购法：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包括政府自身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

众提供的公共服务。

财库[2014]37号文《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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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将服务项目分为三类：保障自身运转；履行宏观调控和市场

监管等职能；为增加国民福利收益对象特定，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

明确了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属于政府采购的范围。

政府采购服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关系：采购主体的不同。

4、政府购买服务与服务采购

1政府购买服务属于政府采购的范畴

2服务采购的主体范围要大于政府购买服务。

3服务采购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采购的服务。

4 政府购买服务，按照国办发[2013]96 号文的规定，行政机关、

参照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编制管理经费由财政管理的

群团组织，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服务。财综【2016】53 号文

的规定，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购买主体；公益一类，既不是购

买主体也不是承接主体；公益二类，承接主体；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

承接主体；尚未分类的事业单位，待明确分类后实施。

（二）重要指标释义

1.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货物服务 200 万元以上；工程按国务院有关规定。

 邀请招标

邀请招标：具有特殊性（有限供应商）；费用比例过大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九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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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可以依照本法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一）具有特殊性，

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采购的；（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

费用占政府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的。

 竞争性谈判

《采购法》第三十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可

以依照本法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

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二）技术复

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和具体要求的；（三）采用

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四）不能事先计算价

格总金额的。

《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 政府采购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的

情形，应当是采购人不可预见的或者非因采购人拖延导致的；第

四项规定的情形，是指因采购艺术品或者因专利、专有技术或者

因服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导致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

额。

《74 号令》第二十七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项目，可

以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

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二）技术复杂或者

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三）非采购人所

能预见的原因或者非采购人拖延造成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

用户紧急需要的；（四）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者服

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公开招标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招标过程中提交投标文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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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审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供应商只有两家时，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经本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以与该

两家供应商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

据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需求编制谈判文件，成立谈判小组，由谈判

小组对谈判文件进行确认。符合本款情形的，本办法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五条中规定的供应商数量最低数量可以为两家。

 竞争性磋商

竞争性磋商：是指磋商小组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就采购货物、

工程和服务事宜进行磋商，供应商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提交响应

文件和报价，采购人从磋商小组评审后提出的候选供应商名单中

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 符合

下列情形的项目，可以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开展采购：（一）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二）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

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三）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

者服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

额的；（四）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五）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必须进行招

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外的工程建设项目。

《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

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库【2015】124号） 采用竞争性磋商采

购方式采购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在

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 2 家的,竞争性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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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行。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

本)只有 1家的,采购人(项目实施机构)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

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

购活动。

 单一来源

第三十一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可以依照

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一）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二）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

继续丛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

百分之十的。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二十七条：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指因货物或者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

专有技术，或者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

定供应商处采购。

 询价

询价：物规格标准统一；现货充足；价格变化幅度小

《采购法》第三十二条 采购的货物规格、标准统一、现货货

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政府采购项目，可以依照本法采用询

价方式采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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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供货：集中采购目录内货物类。其中，网上竞价。

2)定点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服务类。

3)电子卖场：主要指网上超市、电子商场等借助电子商务手段开

展货物、服务采购的方式。如通过电子卖场中的协议供货、

定点采购等模块开展采购的，按照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方式

统计。

由公开招标方式转变：是指按规定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政府

采购项目，经审批后转为其他采购方式的。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 采购人采购公开招标

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或者服务，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九条、第

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情形或者有需要执行政府

采购政策等特殊情况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

准，可以依法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

2.组织形式 ：

集中采购：凡属于省级（含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购

目录中项目的执行情况，无论由谁组织实施，均在此列反映。没有设

立集中采购机构的地区由政府社会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的集中采

购项目，也在该指标中反映。

部门集中采购：指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应当实行部门采购的有特

殊要求的采购项目执行情况。 比如：消防设备，财政部购买就不是

部门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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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采购：指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之上采

购项目的执行情况。

3.批量集中采购 ：

是集中采购和部门集中采购组织形式下的具体实施形式，指对一

些通用性强、技术规格统一、便于归集的政府采购品目，由采购人按

规定标准归集采购需求后交由集中采购机构统一组织采购的一种采

购模式。

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预算单位批量集中采购有关工作的通

知》（财办库【2016】425号）

目前,中央实行批量集中采购的品目包括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

算机、打印机、复印机、复印纸、空调机

4.采购机构：

（采购人有此指标）指按照采购活动具体执行的采购单位，划分

为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部门集中采购机构采购、社会代理机构采购和

自行采购。

5、产地类型：

国内：是指本国供应商履行的工程和服务合同，或所采购的货物为非

进口产品。

进口：是指《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中

规定的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

外的产品，或指履行工程和服务合同的是非本国供应商。

本国供应商：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调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

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的通知

闽财资〔2016〕6 号

省直各部门（一级预算单位）：

根据资产配置标准动态管理的原则，我厅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市场价格变化、实际执行情况等因素，对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

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进行了调整。各单位应将调整后

的购置费预算标准作为资产购置预算编审和实施政府采购的依据，严

格执行。同时，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配置办公设备应当具有较强安全性、

稳定性、兼容性，且能耗低、维修便利，不得配置高端设备。配置办

公家具应当充分考虑办公布局，符合简朴实用要求，不得配置豪华家

具，不得使用名贵木材。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我厅反馈。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调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

具购置费预算标准的通知》（闽财资〔2013〕27 号）同时废止。

附件：

１、福建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购置费预算标准

２、福建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

福建省财政厅

2016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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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

一、学院政府采购内控制度目录

1.《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采购管理办法（修订）》（闽交院办〔2016〕

84 号）

2.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招标投标实施细则（修订）》（闽交院

办〔2016〕85 号）

3.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非招标方式采购实施细则（修订）》（闽

交院办〔2016〕86 号）

二、上级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目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13 号）

5.《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6.《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号）

7.《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调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

具购置费预算标准的通知》（闽财资﹝2016﹞6 号）

8.《福建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购置费预算标

准管理暂行规定》（闽财资﹝2013﹞29 号）

9.《福建省省级政府采购网上超市管理暂行办法》（闽财购﹝2016﹞

68 号）

10.《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超市管理实施细则》

注：以上制度及法律条例在学院招投标中心网站上均可以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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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采购单位操作指南（3.0）

1.系统登录

1.1.系统浏览器支持

推荐浏览器：谷歌、火狐、以及 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

1.2.登录地址

采购人登录：http://cz.fjzfcg.gov.cn/purchase_zf/

其他采购业务主体登录：http://cz.fjzfcg.gov.cn/gpms/

市级及区县登录

登录福建省政府采购网，选择上图对应的区域登录或者点击下图

右边中部的小地图相应的市级名称可进入市级登录或者区县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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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管理

2.1.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在系统管理人力资源树管理，在这个界面，采购主管处室经办

可以增加本单位下的内部机构（部门）、下级单位或者员工。

选中中间的单位名称，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可操作菜单。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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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单位下的内部机构（部门）、下级单位或者员工，也可以修改或

者删除，以及导入导出等。

2.1.1. 增加内部机构

点击“增加下级”，选择组织类型为“部门”，录入组织名称和

组织简称，点击“保存”。

2.1.2. 增加下级单位

点击“增加下级”，选择组织类型为“单位”，录入组织名称和

组织简称，是否主管部门选择“否”，录入预算主管部门组织机构代

码，和预算单位组织机构代码，采购编码关键字，点击“保存”。采

购编码关键字的填写规则按照省网发的关于征求《福建省政府采购项

目编号规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链接

http://cz.fjzfcg.gov.cn/n/webfjs/article.do?noticeId=912FC17CFE0241408

F78F05F38836553 要求填写备案号规则。

采购单位编码填写单位预算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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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增加员工

点击“增加下级”，选择组织类型为“员工”，录入组织名称，

点击保存。

保存后提示是否创建用户，这里选择创建用户，然后填写用户信

息，也可以选择暂不创建，后面到用户管理里面再创建。这里推荐选

择创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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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创建用户后出现弹框，输入要注册的用户名（登录系统所使

用的账号）以及密码，选择是否单位管理员。然后点击保存完成员工

创建，然后去用户管理添加用户权限。

2.1.4. 用户管理

系统管理安全管理用户管理，在这个界面，可以对用户进行

角色分配、组织权限，单位管理员也可以对本单位其他用户的密码进

行重置，点击中间单位树下的相应内部机构，点击鼠标右键对用户

进行角色分配。

基本信息录完，点击角色分配标签页，选择用户相应的角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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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右移”，将角色选中到右边已选内容下，点击右上方的“全部保

存”。用户添加完成

单位管理员也可以对本单位其他用户的密码进行重置，在用户被

锁定的情况下点击“打开”解锁，以及用户会话数设置，点击“角色

分配”也可以对用户角色进行重新设置，完成点击“全部保存”。

2.2.单位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业务管理代理机构自主委托库，在此界面采购单位可以择优选

择代理机构，建立本单位的代理机构库。此界面可以查询代理机构信

息，并且进行添加、删除代理机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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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完成可通过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和代码，点击“查找”进行

模糊查找

3. 预算管理

3.1.预算查询

采购人登录系统，在预算管理预算查询页面，可以查询本单位

本年度已批复政府采购预算情况。搜索功能可以按年份，按预算名称

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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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查询里，可以查看预算的执行情况，不仅如此采购人还可以

点击预算调剂详情可以看此笔预算是否有进行预算调剂以及预算调

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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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新增预算

采购人如采购无预算，在预算管理新增预算，进行预算追加，

追加预算需上传财政批文。可以选择批量新增，或单独新增。

1）多笔预算可选择新增预算批量导入。下载导入模板，填写完整，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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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预算，输入预算名称、预算批文文号、选择预算类型（年

初预算/预算追加/预算结余）、输入预算年份。点击下一步。

输入需要新增的预算品目（可以只选择到二级品目例如 A01、A02，

后面做计划使用的预算必须是该预算下的子品目才可以使用）填完对

应信息后下一步上传预算附件。完成后进行预算确认。预算金额是根

据资金来源栏目中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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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追加完成-预算确认

3）新增预算撤销，采购人如果在预算确认之后想撤销这边预算需要

点击新增预算（前提是没有用这笔预算执行过计划），找到这笔预算

点击查看，进入预算明细页面后可点击取消之后可对此新增的预算进

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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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预算调剂

已确认过的预算由于实际采购的需求可以做预算调剂，预算管理-

预算调剂进行操作，在预算金额不变的情况下，调整预算品目。这里

输入要调剂成的预算名称和调剂的理由，然后下一步。

选择要调剂的预算明细进行预算调剂，填写新的预算明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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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需要调剂的相关信息

上传调剂的附件，附件根据单位情况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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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调剂完成-预算确认

3.4.预算确认

单位需求经办登录账号后可以点击预算确认进行确认预算，所有新

增的预算或者预算调剂完毕之后以及年结的预算都需要在预算确认

中进行预算确认完毕后才可以在在新增计划中开始执行计划，采购人

可以选择其中一条预算进行预算确认或者可以进行全部确认，如有需

要也可以到处 excel，并且可以进行选择删除（提示如果类型是预算

调剂的预算那么进行删除之后预算会回到调剂前的预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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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管理

4.1.新增计划

4.1.1. 采购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1)在计划管理新增计划页面，点击“新增计划”按钮

2)新增计划向导页面内，可以查看到-本单位采购预算和品目及剩

余可用预算，输入“计划名称”，选择采购品目

3)录完名称，点击“下一步”到采购清单详细信息页面。本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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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包含以下规则及控制信息：

3)-1 单价，数量，数量单位，总金额默认跟该品目采购预算一样，

允许根据实际采购需求修改，总金额为自动计算不能修改。该品目预

算单价和总价不允许超过预算单价和总价，否则系统提示预警

3)-2 商品参数可点击查看禁止条款清单，不允许出现清单内的倾

向性文字，否则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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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采购品目如果属于首批比质比价库范围内的品目，单价必须

在网内比质比价库相应品目的价格浮动范围内，否则预警。也可点击

查看比质比价库。

本页面也可查看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如果是进口产品，可

查看进口产品清单。直接从进口清单内选择品目，可以免论证。必须

先选择“采购品目”，如果有多个品目信息，点击左下角“新增计划

明细项”继续添加品目信息。点击“删除”可删除本条品目信息。

填写完成点击“保存”，再点击“完成”，全部品目信息录完，点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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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采购人也可以发起一笔预算做多个计划明细品目，并且可以根

据品目在采购计划实施表中进行分包等操作（一个品目只能分一个包

两个品目可以分成两个品目以此类推），如果不需要此明细也可以点

击右上角删除。

4)系统将自动判断采购方式和组织形式。采购方式在公开招标限

额标准以下可自行选择，限额标准上则系统自动判断为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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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集中采购品目，则系统判断代理机构指定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如果是集中采购目录外品目，则系统判断代理机构为随机抽取

代理机构，在生成采购实施表及计划下达前随机抽取（单一来源除

外）。采购人也可根据需要指定代理机构或随机选取代理机构，指定

代理机构需说明理由和上传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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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标一般是随机抽取专家，采购人如果有特殊原因可以指定

专家，指定专家需要说明理由以及上传相应附件。

如果系统判定为公开招标而需要使用非标方式，系统将列出采用

非标方式的法定情形，采购人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并且在后面的流程

中填写非标申请表。



57

4)

1.计划金额大于等于 300万或计划品目单价超过当前比质比价库

的基准价幅度时需要上传比价文件和填写比价理由!小于 300万不需

上传比价文件和填写比价理由。

2.计划性质为货物类时，需上传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购置计划批复

表，其上传文件支持格式有：.jpg、.jpeg、.png、.pdf。

3.单位性质若为省属高校，需要上传省属高校项目审批表。

6)完成点击“下一步”，如果没有进口产品和非标申请，则继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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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一步”。

如果是进口产品，此处需填写进口产品申请（除进口清单内产品

外），如果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而采用非标方式，必须在此处填写

非标申请。红色部分为必填项，系统默认相关信息，采购人根据需要

修改，必须填写申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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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成点击“下一步”到计划预览界面，本页面可选择“下一环节”

为征求本处室其他人员意见或者选择本处室领导审核，对应选择“下

一环节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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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点击“完成”，点击“送审”。系统提示下一环节办理人员。

8）送审完成，在“我的任务”下的“已办任务”可以看到已办

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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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预警：如果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而采用非标方式，要先进

行预警审批流程。提示如下图：

需求处室领导登录，填写意见

需求处室领导分管领导登录，填写意见



63

办结

办结完，预警审批流程完成，回到新增计划，重复 4.1的步骤。

10）供应商质疑答复

采购人可答复供应商，也可以将质疑转发给代理机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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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计划审批

4.2.1. 采购需求处室领导登录

在我的任务待办任务页面，会显示当前待办任务的数量（所有

环节待办任务都会提示），点击标题下的相应项目名称进入办理界面。

在标题栏可输入计划相关信息，点击查询进行模糊查询快速定位相关

计划信息。这边可以看到该笔业务的当前环节，发送环节和发起人

在办理界面，领导可以查看预警详细表，填写办理意见，选择下

一环节和下一环节参与人员，也可以点击“查看”查询计划明细信息，

各环节办理意见可以查询各环节办理人员办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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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办理意见（必填），选择下一环节为“管理处室经办审批”

和人员为“采购管理处室经办”。在此环节也可以选择下一环节为“征

求其他处室领导意见”和“需求处室分管领导审批”及相关人员。如

果需要退回经办修改计划，输入办理意见完，点击“退回”。

每个审核项在未办结之前，送审之后点击已办选中项目点击流转

状态就可以查询项目的审核进展。

4.2.2. 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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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室经办可以在此界面点击“修改计划信息”对需求处室提

出的计划信息进行修改并保存。如果不需要修改，则填写办理意见，

默认下一环节只有一个流程，选择具体下一环节参与人员，然后点击

“送审”。

也可以根据单位内部流程点击“退回”，选择将计划退回到本环

节之前所有环节和参与人员，不需要退回则点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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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采购主管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在这一环节，采购主管处室领导可选择下一环节“单位领导审核”

和对应人员。也可以选择下一环节“按办公会议或专题会议审定意见

修改采购计划”和人员（采购主管处室经办）。如果是进口产品需要

抽取专家，或者是单一来源需要专业人员或专家出具论证意见的，则

选择相应下一环节及办理人员。

录入完意见，点击“送审”或者“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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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购预算为新增预算或者调剂预算，采购主管处室需要审核新

增预算或者调剂预算。

4.2.4. 单位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页面，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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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办理意见，点击“送审”或“退回”。其余查看预警详细表

和各环节办理意见操作同上。

4.2.5. 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进入计划备案和办结界面，点击“计划备案”，发送备案申请到

采购管理机构审批。如果有进口和非标申请计划报备情况为“已申请

备案，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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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办审核通过后会生成一个计划备案号，备案完成，点击“办

结”，提示“该计划已办结，请到计划实施表操作”。此处可选择填

写备案申请的经办意见或不填写。下一环节为进入计划实施表进行计

划下达和代理机构抽取，委托协议生成等。



71

4.3.计划实施表

4.3.1. 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计划办结成功后，在采购计划实施表生成委托协议，下达计划。

点击“计划管理”“采购计划实施表”。可以查询到相关计划信

息，也可以通过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快速定位。选择需要办理的计划

点击“查看”进入办理界面，也可以选择退回进行计划信息的修改。

如果是随机抽取代理机构，则先点击“抽取代理机构”进入代理

机构抽取界面。

系统先对单位选择的代理机构进行随机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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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代理机构生成一个随机号，然后点击“开始抽取”，系统将

产生一个随机结果，点击下面的“关闭”关闭抽取页面，产生抽中的

代理机构。整个过程只能抽取一次，不能重复抽取。

工程类判断：系统根据工程类的品目以及计划金额判断，在具有

工程资质的代理中随机抽取或者采购人指定工程资质代理如果单位

没有选择具有工程资质的代理机构，需要添加具有工程资质的代理机

构。（B01和 B06并且金额为 400 万以上的计划无需在政府采购系统

中继续做下去，计划做到办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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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代理机构为“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则直接点击“生

成委托协议”，进入委托协议生成界面，录入相关带“*”必填项，

点击“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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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之前，经办要填写计划包信息

点击修改，完善支付、售后服务、交货地址、资金性质等相关信息。

资金性质：填写计划金额的资金来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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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采购主管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点击“提交”到主管处室分管领导处审核，或者点击“退回”到

上一环节。

4.3.3. 采购主管处室分管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点击。“提交”到采购主管处室经办办结，或者点击“退回”到

上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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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经办进行盖章，办结。

办结后，页面自动跳转到计划下达界面。或者进入计划管理采

购计划实施表，进行计划下达。点击“计划下达”，将计划下达到代

理机构。也可以点击“查看委托协议”进行查看。

4.4.计划调整

被代理机构退回的计划及流废标项目，均在计划调整中查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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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可以根据计划名称进行查询

1)执行状态为计划退回，选中计划，选择计划退回，有各个环节

可选，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退回的环节。

2)执行状态为废标，选中计划，点击流/废标操作。可以选择重新

组织采购方式或者申请改变采购方式。

1) 经办退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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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到历史环节，进行修改。

2) 流/废标操作

点击重新组织采购，计划就到计划实施表进行操作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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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改变采购方式，点击填写采购方式变更申请。申请发起

审核结束办结后，到计划实施表去操作下达。

4.5.论证专家抽取

4.5.1. 新建论证专家批次，填写抽取要求

4.5.2. 新建完毕，选中批次，点击抽取

抽取结束在专家详情删除/添加外邀专家里查看专家信息。若专家

临时请假，在专家详情里点击无法出席，重新新建批次补抽论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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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结束，选中批次，到专家详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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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计划-合同-中标等相关信息查询

在计划管理→计划-合同-中标信息可以查询计划信息、已废除计划

的信息、招标文件、评标报告、结果通知书、合同查询、中标供应商

投标文件、质疑信息、计划明细查询。

4.7.科研仪器设备采购

此菜单针对单位性质为省属高校、科研研究所。

4.8.统招分签采购

单位需求经办登录账号之后，点击计划管理选择统招分签采

购，进行填写计划名称和计划最高限价等操作，接着添加需要统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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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的单位选择区划，点击 选择分签单位，选中要选择的品目，右

边已选中将执行品目出现要执行的品目完毕之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新

增计划的页面接下来的流程和上文提到的新增计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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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收确认

5.1.招标文件接收

5.1.1. 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发送给下一环节人员审核，或者退回，退到代理机构进行修改。

5.1.2. 采购需求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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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退回，退到代理机构；退回历史环节内部审核流转；发送到

下一环节审核

5.1.3. 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5.1.4. 采购主管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

5.1.5. 采购主管处室分管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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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领导选择对应环节，可退回代理机构，可退回内部历史环

节，或者发送到办结环节。

5.1.6. 需求处室经办登录办结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

经办可以同意修改退回到代理机构进行修改，或者同意发布，

选择办结。办结后到代理机构进行招标公告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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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评标报告接收

5.2.1. 采购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发送（评标报告不能退回给招标

代理修改）

5.2.2. 对应上一步所选择的角色，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选

择下一环节，进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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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盖章，发送到需求经办进行办结

4)

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经办选择办结，发送到代理机构进行采购结果的公示。

5.3.合同接收

5.3.1. 采购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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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发送进行审核，或者退回供应商

进行修改

5.3.2. 采购需求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办结，或者退回供应商，或者内部退回

5.3.3. 采购主管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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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环节办结，或者退回供应商，或者内部退回

5.3.4. 采购主管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办结，或者退回供应商，或者内部退回。

5.3.5. 采购主管处室分管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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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根据分管领导选择的下一环节人员，登录

登陆后点击盖章完成盖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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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办结环节

选择同意办结，合同公示。

5.4.验收申请接收

5.4.1. 采购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发送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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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采购需求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发送进行审核

5.4.3. 采购管理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发送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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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采购管理处室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发送进行审核

5.4.5. 采购监督（提出计划部门之外的人员）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根据当前环节人员选择对应的审核人员，发送审核。

5.4.6. 采购管理分管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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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后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办结

5.4.7. 采购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需求经办同意，发送。验收流程已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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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付申请

6.1.提出支付申请

6.1.1. 采购需求处室经办登录

支付申请填写支付申请表，选择要支付的详细记录，点击“填

写支付申请”

填写相应信息，可以下载中标通知书，合同，验收单。

6.1.2. 采购需求处室领导登录

进入“待办任务”，点击相应任务标题进入审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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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点发送送审。或者点击退回，

到相应环节修改

6.1.3. 采购管理处室经办登录

进入“待办任务”，点击相应任务标题进入审核界面

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点发送送审。或者点击退回，

到相应环节修改

6.1.4. 采购管理处室领导登录

进入“待办任务”，点击相应任务标题进入审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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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点发送送审。或者点击退回，

到相应环节修改

6.1.5. 采购管理处室分管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点选择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人员，点发送送审。或者点击退回，

到相应环节修改

6.1.6. 采购单位领导登录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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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单位领导审核后，点击发送。到下一环节办结

6.1.7. 办结

我的任务待办任务，点击相应计划的标题进入办理界面

点击生成采购合同批次 pay.xml

在保存的路径里找到此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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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系统中导出的 pay.xml 导入国库一体化系统。再从国库一体

化系统导出另外一个 xml 文件，导出后在系统中付款信息文件处

上传。接着办结即可。

7. 线下流程

7.1.线下合同

需求经办登陆系统→线下流程→线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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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对应项目 选择‘备案’按钮，填写合同签订时间等相关，上

传合同相关附件。然后点击备案，完成线下合同流程。

7.2.线下验收

需求经办登陆系统→线下流程→线下验收。

找到对应项目 选择‘送采购办’按钮上传相关验收相关文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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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原因。然后点击送采购办备案，完成线下验收流程。

8. 统招分签合同

采购人账号登录，选择统招分签合同—输入项目编号，选择统招

地区，点击获取，即可获取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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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线下合同，选取需要执行的预算，选取预算金额必须大于等

于合同金额。选取完成后请点击“下一步骤”按钮，进入合同编制步

骤。

填写合同信息，可添加、删除及保存品目信息，并对品目信息进

行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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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线下分签合同需上传的材料和填写信息。填完信息之后，点

击备案。

提示备案成功，点击确定即可。

9. 综合查询

采购人登录自己的账号后，可以点击综合查询进行查看本单位之前做

过的信息：预算执行、预算统计、计划备案、计划备案明细、计划录

入、各采购方式统计，也可以根据对应的信息进行搜索以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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