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新财购 〔⒛⒛ 〕10号

关于实行 自治区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的通知
自治区各委 、办、厅 、局 ,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 治区人 民检察
院,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 、各地州市财政局 ,各 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方案》和财政部 《深
“
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实施 意见》工作要求 ,我 区积极推动 互联网+
”
政府采购 行动,着 力构建集政府采购交易、监管 、信息评价为 一
“
”
体的全 区政府采购 一张网 。
自治 区政府采购云平台运行 以来 ,对 加强规范全区政府采购各
方当事人规范管理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和全区政府采购 电子卖
“
”
场建设起到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政 府采购 一张网 建设取得 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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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效 ,政 府采购制度化、规范化 、信 {恚 化明显提升。
为进 一步推进全 区政府采购 “
线下无交易、采购全监管 、信息
”
全公开 ,力 口决推进政府采购项 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 ,实 现操作留痕
可追溯,过 程透明全公开,打 造 自治区政府采购 “阳光采购”,现 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充分认识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的重要意义
“
推进 互联网+政 府采购”行动,实 行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 ,对
于规范管理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 ,维 护 “
公开 、公平 、公 正” 的政
府采购市场环境 ,发 挥政府采购 的政策功能作用 ,全 面提升政府采
购效率,优 化营商环境 ,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实施 互联网+政 府采购 行动方案 ,推 进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 、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应用 ,通
“
过 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路”,不 断促进政府采购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 ;同 时加强与财政预算管理 、国库集中支付、预算绩效管理
等财政业务有效衔接 ,实 现全流程闭环管理 ,进 一步提高政府采购
规范化、透明化程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的业务内容
(一 )应 用范围。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适用于公开招标 、邀请

招标 、竟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 、询价等各类采购
方式的采购管理 ,实 现从政府采购预算 、采购计划管理 、采购项 目
委托 、采购文件编制 ,到 供应商线上报名 、保 证金缴纳 、投标或提
交响应文件 ,再 到线上开标评标 、专家评审、采购结果确认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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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合同签订与管理 、履约验收、绩效评价等全流程线上采购交
易与管理 。
(二 )实 现方式。 自治区政府采购 云平台项 目采购交易模块

,

充分与新疆政府采购网、采购人库 、代理机构库 、供应商库 、专家
库 等基础资源库 互联 互通 ,为 政府采购各方 当事人主体提供便捷的
线上政府采购交易服务 ,为 各级财政部 门提供 实时、全面的政府采
购监管服务 ,实 现政府采购项 目全流程 电子化。
(三 )实 现互联互通 、共享共用。加快推进政府采购与公共资

源交易 、财政预算管理 一体化平台的互联互通 ,实 现信息共 享。加
强政府采购与财政预算管理、预算执行 、资产管理等财政业务协同、
数据共享共用 ,形 成部门预算一政府采购一国库集中支付一资产管理一
“
绩效管理等的闭环管理 ,实 现 无预算不采购 ,无 采购不支付 ,无
”
支付不绩效 。
三、有关工作要求
1.提 高思想认识。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是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

的应用 主体 。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 ,对 于规范管理政府采购各方 当
事人 ,发 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作用 ,全 面提升政府采购效率与质
量,优 化营商环境 ,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积 极支持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工作 ,实 现政府采购操作留痕可追溯,过 程透明全公开。
2.认 真组织推进 。 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是推进政府采购项 目电

子化的责任 主体 ,在 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推进工作中要积极承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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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实际,找 出薄
弱环 节和问题短板 ,制 定工作计划 ,积 极推进 ,提 高政府采购管理
水平和能力。自治 区于 ⒛⒛ 年 6月 起全面实施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
各地 (州 市 )应 当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推进实施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

,

,

加强政府采购活动事中事后监管 ,不 断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质量。
3.落 实工作责任 。政府采购各方 当事人应当按照深化政府采购

制度 改革的工作要求,加 强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应用 。政府采购各
方当事人 要按照各 自的职责分工,切 实履 职担 当,共 同推进 自治区
“
”
政府采购 一张网 建设 。
“
4.加 强监督检查 。
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 互联 网+政 府采购”
信刂
憝支撑 ,充 分利用 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 、电子商务等新技术
新业态,加 大政府采购监管 ,强 化政府采购全流程监督管理 ,实 现
政府采购监管 、绩效 、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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