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ˉ＾

ˉ』坠

」《:b｀

财〔2019〕1551号

件

三亚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三亚市市级2O2Oˉ2O22年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市直各预算单位、各区财政局、市政府采购中心、各社会代

理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和《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

南省省级2020ˉ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琼

财采〔2019〕781号）’我局制定了《三亚市市级2020ˉ2022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以下简称《目录及标准》）’

于2019年11月28日经市政府第535期市长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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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集中采购曰录

《三亚市市级2020ˉ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详见附

件）的编制基础是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

〔2013〕189号）和《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省级

2020ˉ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琼财采

〔2019〕781号）·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

购代理机构（三亚市即三亚市政府采购中心）采购。采购人

可以不受行政区域、预算管理级次所限委托集中采购机构组

织开展集中采购活动。

集中采购曰录备注“网上商城’’的货物’采购人应通过网

上商城采购°同一品目货物年度累计采购预算金额200万元

以上（含200万元）或网上商城没有所需型号’采购预算金

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委托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网上

商城没有所需型号’采购预算金额在20万元以下（含20万

元）’由采购人自行购买’采购价格不得违反资产配置标准’

不得高于同期市场平均价。

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2020ˉ2022年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为200万元。除集中采

购目录项曰外’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货物、工程和

服务项目’采购预算金额达到限额标准（含）以上的’应实

行政府采购°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采购预算金额未达到限额标准的项

目’属于非政府采购项目’由采购人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

规定和本单位内部控制采购规程组织实施。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曰’采购预算金额达到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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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含400万元）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工程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采购人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或服务’因特

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应当在采购活

动开始前获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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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

实施条例;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凡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及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均应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集中开展采购活动.

四｀相关要求

（一）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采购人承担主体职责’并

对采购结果负责。采购人应当强化采购能力建设’制定完善

内部控制采购规程’重点加强对采购需求、政策落实、信息

公开、履约验收、结果评价等管理’促进优质优价和规范采

购。预算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系统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的监督和指导’围绕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确定采

购需求、组织采购活动、履约验收｀答复询问质疑、配合投

诉处理及监督检查等重点环节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二）提升集中采购绩效°集中采购机构应增强专业化

能力’提高集中采购项目的采购效果°加强网上商城价格监

测’确保价格可比、可控°对采购需要一致性高、应用普遍

的产品和服务探索省域统一采购定价’共享采购结果°

（三）规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采购人根据本《曰录及

标准》｀资产配置标准和市场调查情况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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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无采购预算或采购预算

不足但确需实施的政府采购项曰’采购人应按照我市预算追

加和调整的相关要求进行政府采购预算追加、调整或采购资

金保障申请。

（四）尽早启动采购程序°采购人应制定年度政府采购

计划执行时间表和项曰进度表°除执行网上商城外’其余已

纳入年初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应于当年度4月底前向我局

报备采购计划°采购人在报备采购计划后’应立即研究采购

需求’编制采购文件’明确预计采购时问’并及时将采购需

求或采购文件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专栏进行公示（除情

况紧急｀网上商城和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外）’公示期不少于5

个工作日°采购需求未经公示的’不得发布采购公告°已纳

入年初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应于当年度6月底前完成需求

公示’启动采购程序·

（五）根据履约评价结果续签合同°采购需求具有相对

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在年度预算

能保障的前提下’采购人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

府采购合同°采购人可根据政府采购履约评价结果分年度续

签’具体签订办法应事先在采购文件中进行明确’并按照公

开招标方式（履行期限为两年以上的项目其总预算金额已达

到公开招标数额）来进行采购计划备案’所填报预算金额则

按一年预算金额申报。

（六）依法全面公开采购信息°采购人应按照政府采购

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将本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在指定媒体（中

国海南政府采购网）上全面公开’公开的采购信息应当及时｀

准确’并对信息真实性负责。非政府采购信息和非本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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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禁止在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发布°

（七）力口大采购政策落实.政府采购应有助于实现国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支持本国产品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执行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扶持监狱企业

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等’属于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范围内的企

业、产品和服务’采购人应通过采购需求标准、预留采购份

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等措施’力口大政策

落实力度’确保政策执行效果·

（八）保障公乎竞争采购。采购人应按照《海南省财政

厅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关于全面清理我省政府采

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的通知》和《三亚市财政

局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三财

〔2019〕1017号）要求’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不得对供应商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进行非法

排斥或限制。′

五｀其他

（一）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和实际情况需要’执

行过程中如省财政厅对省级政府集中采购曰录及标准等政

策进行适当调整’市财政局也将对市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

标准等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经定密机关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涉密项目

按照《财政部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涉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库〔20l9〕39号）执行。

（三）适用《合伙企业法》调整的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按要求提供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

的’可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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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驻三亚中央预算单位统一执行中央预算单位集中

采购目录及标准等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

（五）各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级政府采购目录及标

准’并报市财政局备案°集中采购目录原则上不得删减。

（六）本《目录及标准》电子版本’可到“三亚市人民政

府网网站—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相关文件

（http:／／wwwsanyagovcn／）’’下载;《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

电子版本’可到‘‘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

（http:／／Wwwbccgpgovkcn／）’’下载。

（七）本《曰录及标准》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附件:三亚市市级2020ˉ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日

（联系人:潘奶’联系电话:88869948）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财政局办公室 20l9年l2月l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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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亚市市级2O2Oˉ2O22年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以下项目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说明

A货物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A0201）

1 服务器 A02010103

2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4

3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5

4 喷墨打印机 A0201060101

5 激光打印机 A0201060102

6 针式打印机 A0201060104

7 液晶显示器 A0201060401

8 扫描仪 A0201060901
不包括档案、工程专用大幅面、护

照照片等专用扫描仪。

9 基础软件 A02010801

10 信息安全软件 A02010805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200万元）°

办公设备（A0202）

11 复印机 A020201

12 投影仪 A020202
不包括用于测量、测绘等专用投影

仪°

13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
指具有打印、复印、传真等多种办

公功能的设备°

14 照相机及器材 A020205 指数字照相机和通用照相机°

15 LED显示屏 A020207

备注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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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录所列项目不包括高校、科研院所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耗材°

—8—

序号

16

17

车辆（A0203）

l8

19

电气设备（A0206）

20

21

其他货物

22

23

C服务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称名目□
卯

触控一体机

碎纸机

乘用车

客车

不间断电源（UPS）

空调机

家具用具

复印纸

基础数据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

公务车维修和保养

服务

车辆加油服务

会议服务

印刷服务

物业管理服务

机动车保险服务

码编目□
甲

A020208

A02021101

A020305

A020306

A02061504

A0206180203

A06

A090101

C0203

C030101

C050301

C050302

C0601

C081401

C1204

C15040201

说明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200万元）°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

`>/

一
元

万
•

β
>

指柜式空调、天花空调、壁挂式空

调、中央空调。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

\>/

一
九

万
•

∩
>

指云计算服务。采购预算金额在

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

指网络接入服务°采购预算金额在

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

)
一
工

万β
•

∑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200万元）。

不含自行组织的会议°采购预算金

额在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200万元）°

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含
•

)
一
元

万β
•>

按照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

车辆保险定点服务要求办理°

备注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网上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