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文件

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
新财规 E⒛ 21)6号

关于印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实施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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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和信 `急 化局 ,各 地州市财
政局 ,工 业和信息化局

:

为贯彻落实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
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 ,根 据 《中华人 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 法
规 ,财 政部会同工信部制定 了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明 确 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扶持措施 、执
行要求和扶持对象等相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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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结 合 自治区实际,自 治区财政厅会同 自治 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制定 了《新疆维吾尔 自治 区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
业发展管理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 ,请 遵照执行。

附件 :《 新疆维吾尔 自治 区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实施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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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财政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 `急 化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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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新疆维吾尔 白治区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 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
小企业促进法》和财政部、工信部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 库 E2020〕 46号 )等 有关法律法规,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 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
依 法设 立 ,依 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 ,或 者
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除外。
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 政府采购活动中视
同中小企业。
第三条

采购人在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中发挥

主体责任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完善 内控管理制度 ,加
强采购需求管理 ,对 适 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 目和采购包认
’
}lillⅠ

真开展采购需求调查 ,根 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预算安排
及绩效目标 、采购管理制度 、市场状况 ,合 理确定采购需求,落
实预留采购份额 、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政策措施 ,提 高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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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 ,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
第 四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 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
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 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

(亠 )在 货物采购项 目中,货 物由中小企业制造 ,即 货物由

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

(二 )在 工程采购项 目中,工 程由中小企业承建 ,即 工程施

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 )在 服务采购项 目中,服 务由中小企业承接 ,即 提供服

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
动合同的从业人 员。
在货物采购项 目中,供 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
物 ,也 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 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挟
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 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
的,联 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 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

,

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第五条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 活动中应 当合理确定采购项 目

的采购需求 ,不 得以企业注册资本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从业

ˉ 1刂 ︼‘

求或者评审因素,不 得在企业股权结构 、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

ˉ (

人 员、利润 、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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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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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 当组织评估本部 门及所属单位政

府采购项 目,统 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

,

对适宜 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 目和采购包 ,预 留采购份额专门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并 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

(一 )法 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面向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采购的

;

(二 )因 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 、专有技术 ,基 础设施限

制,或 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只 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
商处采购的

;

(三 )按 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 、充

分竞争,或 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 目标实现的情形
(四

;

)框 架协议采购项 目
;

(五 )省 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

除上述情形外,其 他均为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情形 。
第七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 当对所属预算单位建 立从政府采

购预算、采购意向公开、采购需求管理 、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等支
持中小企业的闭环管理机制。主管预算单位应 当自 2022年 起

,

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后 30日 内将本年本系统支持中小企业预留份
额和政府采购预算中支持中小企业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各案;指
导所属预算单位将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 目标纳入预算项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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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绩效 目标 ,科 学合理编制项 目预算绩效 目标并编制年度政府采
购预算;指 导所属预算单位开展采购意向公开,在 采购意向公开
中细化支持中小企业情况;指 导所属预算单位科学合理设置面向
中小企业的采购需求;指 导所属预算单位做好面向中小企业的采
购实施工作 ,按 时公开采购信 `息 、开展履约验 收和支付资金 。
对于预算执行中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的,主 管预算单位要切实
履行责任 ,统 筹考虑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问题,保 证调整
后预留给中小企业的采购份额 比例符合本办法要求。
第八条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 ,200万 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
购项 目、400万 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 目,适 宜 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

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
第九条 超过 200万 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 目、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 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 留该部分采购
项 目预算总额的 30%以 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其 中预留给小
微企业的 比例不低于 60%。 预留份额通过下列措施进行
(一

采购

:

)将 采购项 目整体或者设置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

(二 )要 求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且 联合
体中

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达到一定 比例 。
(三 )要 求获得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 目
中的一定比例

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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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合 同的中小企业与联合体 内其他
企业、分包企业之 间不得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
第十条

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

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 目,以 及预留份额项 目中的非预 留部分采
购包 ,采 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 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 的小微企业
报价给予 6%-10%(工 程项 目为 3%-5%)的 扣除,用 扣除后 的价格
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 目,采 用综合
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 标时应 当在采用原
报价进行评分 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 3%-5%作 为其价格分 。
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 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 中型企
业 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 目,对 于联合协议或者
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 占到合同J总 金额 30%以 上
的,采 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 当对联合体或者大 中型企业的报价
给予 2%-3%(工 程项 目为 10/o-2%)的 扣除,用 扣除后的价格参加
评审。适用招标投标 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 目,采 用综合评估
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 标时应 当在采用原报价
进行评分 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 1%-2%作 为其价格分 。组成
联合体或者接 受分包 的小微企业与联合体 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
lllⅠ

之 间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 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价格扣除 比例 或者价格分加分 比例对小型企 业和微型企 业

ⅠⅠ︻

同等对待,不 作 区分 。具体采购项 目的价格扣除 比例或者价格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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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 比例 ,由 采购人根据采购标的相关行业平均利润率 、市场竞
争状况等,在 本办法规定的幅度 内确定 。
第十一条

采购人应 当严格按照本 办法规定和主管预算单

位制定的预留采购份额具体方案开展采购活动。预留份额的采购
项 目或者采购包 ,通 过发布公告方式邀请供应商后 ,符 合资格条
件的中小企业数量不足 3家 的,应 当中止采购活动,视 同未预留
份额的采购项 目或者采购包 ,按 照本办法第十条有关规定重新组
织采购活动。
第十二条

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 当出具本 办法规

定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附 1),否 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 《中小企业声明函》
持政策 。
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 。中小企业应 当对其出具的 《中小
企业声明函》真实性负责。
第十三条 采购项 目涉及 中小企业采购的,采 购文件应当明
确 以下 内容

:

(一 )预 留份额的采购项 目或者采购包 ,明 确该项 目或相
关

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以 及相关标的及预算金额

;

(二 )要 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 的,明 确联合协

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 中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应当达到的 比例 ,并 作
为供应商资格条件

;

(三 )非 预留份额的采购项 目或者采购包 ,明 确有关
价格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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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 比例

;

(四 )规 定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

的,小 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 型企业不得将合
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

(五 )采 购人认为具各相关条件的,明 确对中小企业在资金

支付期限、预付款 比例等方面的优惠措施

;

(六 )明 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

(七 )法 律 法规和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

事项 。
第十 四条 采购项 目评审过程中,评 审委员会 (或 谈判、询
价 、磋商小组 ,下 同 )应 当根据采购文件 中关于预留份额或设置
采购包的有关要求对投标文件响应情况进行评审。涉及中小企业
认定 的,评 审委员会应 当根据中小企业提交的声明函进行评审

,

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其他证 明声明函内容的相关材料。
第十五条

中标 、成交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

持政策的,采 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 当随中标 、成交结果公开中
标 、成交供应商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 目,应 当在公 示中标
候选人 时公开中标候选人 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
第十六条 对于通过预留采购项 目、预留专门采购包 、要求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 等措施签订 的采购合同,应 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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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 求以联合体形式参
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应 当将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
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
第十七条 鼓励各地 区、各部门在采购活动中允许 中小企业
引入信用担保 手段,为 中小企业在投标 (响 应 )保 证、履约保证
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合规通过政府采购合
同融资。
第十八条 采购人与中小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时,在 付款
期限、付款方式等方面应给予中小企业适当支持 ,应 当自货物、
工程 、服务交付之 日起 30日 内支付款项,合 同另有约定 的,付
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0日 。建 立预付款保函制度 ,中 标 (成 交 )
供应商提供保函的,采 购人可以提前预付部分货款 。采购人应建
立政府采购合同跟踪管理机制,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 ,及 时向供应
商支付采购资金 ,不 得无故拖延 、拖欠供应商合同款项 。
第十九条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 、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
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 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
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
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应 当在收到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招标投标
行政监督部门关于协助开展中小企业认定函后 10个 工作 日内做
出书面答复。
第二十条 各地 区、各部门应当对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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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合 理设置绩效 目标和指标 ,落 实扶持
中小企业有关政策要求,定 期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 ,强 化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 。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财政部门将统一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新

疆分网 (www。 ccgp-xinjiang「

gov。

cn)开 设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专栏 。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应 当自 2022年 起向同级财政部门报
告本部门上一年度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具体情况,并
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新疆分网公开预留项 目执行情况 (附 2),以
上报告和公开情况应当在次年 3月 底前完成。未达到本办法规定
的预留份额 比例的,应 当作出说明。
第二十二条 依托政府采购云平台,在 采购计划 、采购需求
中引导采购人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在 政府采购 电子卖场 内,通 过
加挂中小企业标识、搜索排序 、流量引导等技术手段,引 导中小
企业入驻 电子卖场 ,扩 展产 品销售渠道 ,提 高产 品质量,鼓 励采
购人优先向中小企业采购。
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建 立从政府采购预算 、
采购意向
公开、政府采购计划 、政府采购信 `急 公告、政府采购合同、政府
采购绩效管理等支持中小企业的闭环管理机制。
第二十 四条

采购人未按本办法规定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

份额 ,采 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要求实施价格扣
除或者价格分加分的,属 于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依 照
--11—

《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 声明函 内容不实

的,属 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成交,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 目,投 标人按照本办
法规定提供 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 于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依 照《中
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门、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在
履行职责中违反本 办法规定及存在其他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 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
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
任;涉 嫌犯罪的,依 法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第二十 七条 对外援助项 目、国家相关资格或者资质管理
制度另有规定的项 目,不 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 八条 本办法 由自治 区财政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 负
责解释 。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 自 2021年 1月 1日 起施行 。同时,与
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相关文件 一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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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 小企业声明函
2.面 向中小企业预留项 目执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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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小企业声明函 (货 物 )
本公 司 (联 合体 )郑 重声明,根 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 E20⒛ 〕46号 )的 规定 ,本 公 司 (联 合体 )
参加 r孕 位名秭 丿的 r页 孑名称 丿采购活动,提 供的货物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 。相关企业 (含 联合体 中的中小企
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 具体情况如下

:

1.

属于 ‘
采购文件沪刃砀曳珉晟 行业 龙 芾刂
造

商为 r企 业名称 龙 从业人 员~人 ,营 业收入为~万 元 ,资 产 J总
l,属
额为~万 元
于 r褶 企 、/y哩忪 业 、儆型企业 龙
~l/±

2.篮

矽名秭 龙 属于 徕 购文件轳刃砀武既晟 徊 纠

芾刂

造商为 r企业名称 龙 从业人 员~人 ,营 业收入为~万 元,资 产
总额为~万 元 ,属 于

~/yx型 企业 、徼型企业 龙

以上企业,不 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 ,不 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 ,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 的情形 。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 ,将 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盖 章
日期
1从

)∶

:

业人 员 、营业收入 、 资产总额填报 上— 年度 数据 ,无 ~L一 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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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 (工 程 、服务 )
本公 司 (联 合体 )郑 重声明,根 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 E2020〕 46号 )的 规定 ,本 公 司 (联 合体 )
参加 r孕 位名称 丿的 r页Ξ名秭 丿采购活动,工 程的施工单位全
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或 者 :服 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
的中小企业承接

)。

相关企业 (含 联合体 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 具体情况如下

:

1.

属于 缧 购文 //+垆 刃砀诚珉鼠徊 纠 承建

(承 接 )企 业为 ‘
企业名秭 龙 从业人 员~人 ,营 业收入为~万
2,属
元,资 产`总 额为_万 元
于 r肀型企业 、//x型企业。儆型企业 店

2.

属于 ‘
采购文 件户刃砀内既晟 幽

承建

(承 接 )企 业为 弪 业名称 龙 从业人 员~人 ,营 业收入为~万

元 ,资 产`总 额为~万 元 ,属 于 r轳 型企业 、//x型 企业 、儆型企业 丿
}
以上企业,不 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 ,不 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 ,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 的情形 。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 ,将 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盖 章
日期

)∶

:

2从 业人 、
员 营业枚入 、资产总额填报上 一年度数据 ,尢 △ 一午度数据 的新成立仝业可不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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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 位名称 )料 年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项 目执行情况公告
根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 E2020〕

46号 )要 求 ,现 对本部门 (单 位 ),k+年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 目
执行情况公告如下

:

本部门(单 位 )衤 衤
年预留项 目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共计,k+万 元

,

其中,面 向小微企业采购++万 元 ,占 ++%。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 目明细
面向中小企业

项 目名称

序号

预留选项

合 同链接

采购金额
‘
采 购项 目碧 缬
’
″ “
″
留 、 没置 匀 I采购包 、
‘
填写

‘
填写集 中采购

‘
要求

‘
填写合同在 屮
蝠

″
舍阵形式参力口

∵骝殄 刃 么开 铷砜

'胼
‘

或者 要求刽 形 咆 ″
'隙
艮额标准歹上 ‘
i购阝
∷ 采购顼目堂部预甯〃峁丿
丿
购
采
目
项
i的
|还应当填写预留给姒yh歪
∵ 弱

叨

内 或

者

采

∴磴 '翁同 中应 当

∶包禽联舍徘勿

'

}或者分劬郭吻

业晌 搠 ⒇

泌丿

部门 (单 位 )名 称
日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蚴

:

:

⒛21年 7月 7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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