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財釆〔2020〕 22号

特友《山奈省財政庁美子印友山奈省政府集中

采賄目示及林在的通知》的通知

各姜 (市、区)及各功能区財政局,市宣各部日、単位:

現格山末省財IEX斤 《美子印友山末省政府集中釆殉曰永及林

准的逍如》(害財釆〔2020〕 30号 )装友分体11,清汰真貫物執

行。

2019年下友的《美子実施政府釆賄流程再造逃一歩完善政府

釆賄机キ1的通知》(泰財釆 〔2019〕 20号 )与本《通失口》規定不

一致的,執行本《通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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讐財采 〔2020〕 30号

山奈省財政庁

美子F「麦由奈省政府集中

栞購目乗及糠准的通知

各市財政局,省宣各部11,各政府采時代理机梅:

力貫御落実我省深化政府釆胸告1度 改革工作方案,筑等維邊

政府釆驚告↓度改革,伐化政府采賄菅商不塊,根据 《中学人罠共

和国IEA府釆購法》及其実施条例、《地方預算単位政府集中采賄

曰承及棒准指引》等相美法律寺1度規定,我fl研究tll定 了《山末

省jEA府集中采賄目乗及林准》,肇省政府授収,現予公布,清遵

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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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舛自2021年 1月 1冒 起施行。

山末省財IEA庁

2020髪「 10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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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奈省政府集中栞胸目摯及縁准

一、政府集中采胸圏景
序号 品目 編硝 各注

A  貨物

廿算机殻各及軟件 (A0201)

i4‐算机没各 L020101

服募器 た02010103

2 台式汁算机 陶02010104

3 便携式計算机 離02010105

打印没各 離02010601

4 噴墨打印机 110201000101

5 激光打印机 た0201060102

6 針式打印机 A0201060104

轟示殺各 A02010604

了 設晶轟示器 A0201060401

閣影鶴像輸入没各 A02010609

S 自描伎 A0201060901

汁算机軟件 A020108

9 雄磁統件 A02010801

10 倍息安全岐件 鼈02010805

井公没各 (A0202)

隻町1机 1020201

12 投影僕 0ヽ20202

13 多功能一体机 鮭020204

14: LED轟示屏 た020207

15 触控一体机 !鼈020208

寵毀没各 餞020211

16 畔紙机 AL02021101

車稿 (A0203)

17 乗用準 (新率) 輸20305

18 客牟 0ヽ20306

亀気没各 (A0206

19 不岡断亀源 (UPS) 嶋2061504

20 空調机 離0206180203

其他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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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 目 端碑 各注

つ
４ 家具用品 106

22 隻印無 1090101

C    月疑多レ
●
●

Ｏ
ι 互戦圏接入服弁 3030102

24 準網機賃服券 30403

25 事網筆修和保弊服先 3050301

26 準網力EttjIFt分 3050302

９
イ

０
４ 法律IIE券 ]0801

28 会計服弁 30802

29 申汁服井 30803

30 資声及其他群倍服券 30805

31

`口

昴1月腱弁 3081401

０
ろ

う
０ 工程造4J■盗洵服勢 31008

33 物立管理服分 31204

34 村t勁革保険服券 315040201

35 云汁算服努 399

政府采賭介力集中采賄和分散采胸,熱入 《政府集中采胸曰

永》的政府采賄項目実行集中釆驚,鹿 当委托集中釆驚机構代理

釆胸。

未依法独立悛畳集中釆賄机梅的地区,可 以杵集中釆殉項目

委耗始省或者其他市集中采驚机梅代理来殉,也可以31入市場党

争机tll,格集中釆胸項目捧仇委耗分集中采賄机杓以外的釆賄代

理机檎代理采殉。

二、部11集中采胸苑時

各省鉄主管預算単位可対本部:1或系統内有筑=采賄需求、

配置林准ユ采殉数量枝大的か公自功化浚各、教材わを用教学没

各、医痛供器没各、医用器械及耗材、栓職校淑1供器等寺立没各

或服弁,没畳部11集中采驚目永,由各主管預算単位定期畑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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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需求,筑一委耗集中采驚机胸或者社会代理机胸俎象升晨采胸

活裁。部11集中采驚目乗由省鉄主管預算単位制定后,扱省財政

FT各案。

三、分散采賄限額標準

《政府集中釆驚曰乗》以タト,単項或批量采胸預算金額在限

額林准以上的実行分散采胸,預算革住可自行象象或委耗釆胸代

理机檎俎鉄釆驚。具体采鱒限額林准女口下1

革住:万元

様准

鍛次
貨物 月長努 工程

省象 150
150(工程勘察、没十、

監理服弁力 190万元 )

150

市暴級 50 50
ｎ
Ｖ

‘
０

注:①分散未約具体品岡絶時参照 《財政部美子
`Fえ

〈政府未苅品目

分条目象 (武月 )〉 釣通井》(財痒 〔2013〕 189考 )明功,比 目永男行芥

布。

②躊上育裁内未賄品目参照 《財政部長十rF友 〈政府未的品舞分英目

彙 (武月 )〉 釣遅弁》万行幸1た。

四、公汗招林数額標準

革項或llL量采殉預算金額速至1公汗擢粽数板林准以上鋳り鹿

当実行公汗櫂株.因特殊情兆碗需釆用♯公升擢林釆驚方式的,

庄当在采賄活功汗始前表得財政部11おL准。具体公汗羅棒数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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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女口下:

単位:万元

禄准

級次
貨物 月長つ子 工程

省級 400
400(工程勘察、洗汁、

監理服券力 190万元 )

400

事曇象 200 200 400

注:胸茂工程不可分割1惚咸部分,■力実現工程基本功能所常的渋

各、材料等貨物美権林限顔力200万え;力え茂工程所需的勘査、投汁、

豊理争照券美お林限顔力 100万ん。

寺建筑物
～
杓筑物的新建、攻建、櫨建元美的装修、折除、

修磐工程項目,以及/Ak汗擢林数額林准 (400万元)以下的建筑

物稗胸筑物的新建、次建、摘建工程,均不属千依法始須招林的

工程,横照 《中学人民共秦国IEA府采驚法》及其実施条frll規定)

由采的人根据項目需求特点,逃捧党争性淡剖、党争性磋商、単

一来源或者定点釆胸等方式俎象実施。

五、政府采胸政策落喪

促邊国家姿済社会友晨是政府采驚tll度的政策曰林え一。各

象各部11鹿接照国家有美規定,決真執行支持本国産品、促邊中

小企韮麦晨、市釣能源、保伊不境、扶持監欲企立及残疾人福オ1

企立等政府禾殉政策。対千政策支持疱国内的企立或声品,虚通

辻tll定需求林准ゝ預留采驚倫額、介格澤常伐意、首驚汀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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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米驚
～
張tll釆驚等機施,切実か大落実力度。

大、其他事項

(一 )渉密釆驚項目鹿当接照渉密政府釆賄有夫規定執行.

(二 )高等院校
～
科研院所采殉的科研用集中釆胸曰承内声

品,視同分散采驚。

(二 )本 曰乗中品ヨ名称均接熙 《財政部美干FV友 〈政府采

胸品ヨ分美目彙 (減月 )〉 的通知》(財津 鍾2013〕 189号 )碗定。

云汁算服券力哲定編鶴,以財政部日后公布力准。

(四 )本 曰乗中所称 “以上"均包話本数.

(五 )各市可根機本曰永自行tll定具体執行亦法,晩磯小額

寒星采賄、国上商城、定点釆賄等釆驚形式執及代理机梅範捧等

造用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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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升逸項:主劫公丼

2020年 10月 21日 印麦Lb末省財政層か/Ak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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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牙逸項:主劫公牙

泰安市財政局亦公室 2020`午L llり1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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