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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新财规 匚2022)7号

关于印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暂行 )》 的通知

自治区各委、办、厅、局,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 治区高级

人民检察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各地州市财政局 :

现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实施

办法 (暂行 l,9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实施

办法 (暂行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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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

实施办法 (暂行 )

第一章 总 贝刂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管理,规范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执业行为,提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工作质量、专业

和服务水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财政部 《政

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

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以 下简称代理机

构 ),是指集中采购机构以外、依法设立的受采购人委托从事政

府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工商注册地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代理机构和工商注册地在外省 (区 、市)但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代理机构,适用本

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代理机构专职从业人员 (以 下简称
“
专

职从业人员
”),是指与代理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由代理机构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专职人员,不含财务、行政等非业务人员,不

含退休、外聘、兼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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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规范政府采购代理

业务管理,加 强专职从业人员培训,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和业

务能力。

地州市和县市区财政部门负责对代理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的

代理机构开展监督评价,对发现的违法违规情形,依法依规对

代理机构实施处理处罚,并将处理处罚结果报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财政厅负责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代理政

府采购项目的代理机构进行信用评价。

第二章 名录登记

第五条 工商注册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代

理机构应当在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 ccgp。 gov。 cn)登记机构信

息,完成名录登记后方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代理

政府采购业务。代理机构登记时需填报以下信息:

(一 )代 理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公场所地

址、联系电话等机构信息;

(二 )法定代表人及专职从业人员有效身份证明等个人信

息、专职从业人员培训证明及所在代理机构为其缴纳的社会保

险凭证。新成立的代理机构应提交专职从业人员培训及缴纳社

保情况说明。

(三 )内部监督管理制度;

(四 )在 自有场所组织评审工作的,应 当提供评审场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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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开评标室照片、监控设各设施和数据储存设各等资料;

(五 )自 治区财政厅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代理机构应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代理机构登记信息

不完整的,自 治区财政厅告知其完善登记资料;代理机构登记

信息完整清晰的,自 治区财政厅为其开通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

统操作权限。

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事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外省代理

机构,应在新疆政府采购网 (ww。 ccgpˉ xinjiang。 gov。 cn)上

提出开通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操作权限申请,权限开通后即

可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第六条 代理机构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 当在信息变更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自行更新。

第七条 代理机构注销时,应 当在将采购文件、录音录像等

档案资料及时移交采购人妥善保存,并及时向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财政厅提交书面申请,办理名录注销手续。

第三章 从业管理

第八条 代理机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代理政府

采购业务应当具各以下条件 :

(一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 )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内部监督管理制度。

(三 )拥有不少于 5名 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具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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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文件和组织采购活动等相应能力的专职从业人员。

(四 )具有独立办公场所和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所必需的办

公条件。

(五 )应 当具各必要的评审场地,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各设

施和数据存储设各。

第九条 采购人应当根据项目特点、代理机构专业领域和信

用评价结果从名录中自主择优选择代理机构。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以摇号、抽签、遴选等方式干预采购人自行选择代理机构。

代理机构不得以行贿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承揽政府采购代

理业务。

第十条 代理机构可承揽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政府采购项

目。代理机构接受采购人委托办理政府采购业务的,应 当与采

购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明确采购代理范围、权限、期限、档

案保存、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标准、协议解除及终止、违约责

任等具体事项,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代理机构应当严格履行委

托代理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依法依规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

第十一条 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开展政府采

购代理业务,相 关开标及评审活动应当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

像应当清晰可辨,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

第十二条 代理费用可以由中标、成交供应商支付,也可由

采购人支付。由中标、成交供应商支付的,供应商报价应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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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代理费用。代理费用超过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原则上由中

标、成交供应商支付。

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示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标

准,随 中标、成交结果一并公开本项目收费情况,包括具体收

费标准及收费金额等。

第十三条 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由代理

机构负责保存采购文件的,代理机构应当妥善保存采购文件 ,

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采购文件。采购文件的保存期

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十五年。

采购文件可以采用电子档案方式保存。采用电子档案方式

保存采购文件的,相 关电子档案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十四条 代理机构专职从业人员应当参加自治区财政厅组

织的业务培训、测试。

代理机构应当加强对专职从业人员政策法规、职业道德等

方面的继续教育培训。鼓励专职从业人员参加财政部门、政府

采购行业协会或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业务培训。

学习测试培训内容包括: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行政府

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规范性制度基本知识、

采购文件编制要点、政府采购活动组织基本流程等。

第十五条 代理机构每年应有不少于 5名 专职从业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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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培训或通过学习测试。自治区财政厅组织的专职从业人员

测试完成后在
“
新疆政府采购网

”
代理机构登记栏更新测试情

况;代理机构参加财政部门、政府采购行业协会或社会培训机

构组织的培训,由代理机构自行在
“
新疆政府采购网

”
代理机

构登记栏上传培训证书。

第十六条 代理机构应当将内部控制管理贯穿于政府采购代

理业务的全流程、各环节,建立符合规定的政府采购内部监督管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代理委托管理制度、采购需求制定

管理制度、采购文件编制管理制度、信息公告管理制度、评审

管理制度、保证金管理制度、质疑答复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

度、工作纪律、业务范围、岗位分离及制衡等内控管理制度 ,

法务、财务等其他日常管理制度。

第四章 信用管理

第十七条 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按照基本情况、业绩与人员情

况、管理制度、政府采购项目执行情况、失信与处理处罚情

况、政府采购当事人对代理机构执业信用评价情况进行量化计

分,通过信用分值计算构成代理机构的信用评价得分。(计分规

则详见附件 1)。

第十八条 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在采购活动或评审活动结束

后 5个工作日内,在新疆政府采购信息系统中记录代理机构的

职责履行情况。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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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当事人记录的代理机构职责履行情况纳入代理机

构执业信用评价情况的计分范围。

代理机构可以在新疆政府采购信 J患、系统中查询本机构的职

责履行情况,并就有关情况向财政部门做出说明。

第十九条 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计分实行计分周期制管理。计

分周期为 12个月。本办法施行之日前已登记的代理机构,计分

周期从本办法施行之日至当年 12月 31日 ;登记不满一年的代理

机构,当 年不进行计分。

地州市和县市区财政部门上报的代理机构处理处罚结果 ,

自治区财政厅依据本办法同类性质情形予以扣分。

第二十条 代理机构信用评价一个计分周期满后,重新进行

计分。

第二十一条 根据信用评价得分分值,信用评价分为 A+、

A、 B+、 B、 C五个等级。

肛级标准:信用评分 100分 (含 )-90分 (含 );

A级标准:信用评分 90分 (不含 )-80分 (含 );

B+级标准:信用评分 80分 (不含 )-70分 (含 );

B级标准:信用评分 70分 (不含 )-60分 (含 );

C级标准:信用评分 60分 (不含 )以下。

在一个计分周期内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积分为 C级的,应 当

限期改正,改正时限为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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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的行为,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同 时予以扣除信用

评分。扣分后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积分为 C级 的,应 当限期改

正,改正时限 3个月。

第二十三条 代理机构执业期间必须满足专职从业人员数

量、独立办公场所、办公条件等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不满足

基本条件的代理机构限期改正。代理机构将满足基本条件的资

料更新后,代理机构应向验收机关书面报告改正情况并提出验

收申请,经 自治区财政厅或受其委托的财政部门验收后,验收

不合格的,责令继续改正,验收合格的,限期改正结束。

第二十四条 信用评价积分为 C级的代理机构应在 7个工作

日内制定改正方案并报自治区财政厅。改正方案内容应注重实

效,查漏补缺,改进不足,切 实提升执业水平。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财政厅或受其委托的财政部门,负 责对

代理机构改正情况进行验收,改正期满后,代 理机构应向验收机

关书面报告改正情况并提出验收申请。验收不合格的,责令继续

改正,直至验收合格。

第二十六条 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办理政府采购事宜

的,应 当优先选择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采购代理机构。

第二十七条 采购人委托信用评价积分为 C级或正处于限期

改正中的代理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的,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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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 同级财政部门提交书面说明。

第五章 监督评价

第二十八条 对代理机构的监督评价采取定向抽查和不定向

抽查相结合的随机抽查机制。由各级财政部门结合投诉举报受

理或违法违规线索,对代理机构或代理项目开展定向监督评

价。不定向监督评价由自治区财政厅统一组织实施,根据日常

采购信息发布、专家抽取等日常监管事项拟定代理机构监督评

价实施方案和监督评价工作底稿式样,通过随机抽取评价对

象、随机选派评价人员等方式开展不定向评价。抽取参与监督

评价的代理机构比率不低于该年度实际开展政府采购业务代理

机构
`总
量的 25%。

各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得分合理优化对

代理机构的监督评价频次。监督评价结果纳入对代理机构信用

评价体系。

第二十九条 监督评价的内容包括营业场所、队伍建设、制

度建设与执行、业务操作等,具体为:

(一 )代理机构名录登记信∫患、的真实性;

(二 )营业场所情况;

(三 )队伍建设情况,包括专职从业人员数量、参加继续

教育培训情况、遵守职业道德和廉洁自律情况等;

(四 )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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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业务操作情况。包括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和执行、

进口核准、采购方式变更、采购需求论证、采购文件编制与发

售、评审专家抽取、采购现场组织、采购结果确定、合同各

案、信息公告、保证金收取及退还、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通

知情况、受托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协助采购人组织验收情况 ,

质疑答复、配合财政部门处理投诉情况、档案管理等各环节的

合法性与合规性。

财政部门可根据每次监督评价的重点增减监督评价内容和

项目,编制专项监督评价的工作底稿。

第工十条 财政部门应至少提前 3个工作日向被抽选的代理

机构送达监督评价通知书,代理机构应根据通知要求进行自查

自评,准备监督评价所需资料。财政部门应当按照监督评价工

作底稿对代理机构进行书面评价和现场评价,形成监督评价工

作报告。监督评价工作报告应由代理机构法人代表签字确认并

加盖公章,代理机构逾期未确认签字盖章的,视为无意见。代

理机构对监督评价工作报告有异议的,可 以写明意见,并提供

证据交由实施监督评价的财政部门核实。

第三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在监督评价过程中,发现或查实

代理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 当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贝刂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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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⒛22年 7月 1日 起施行,有效期

两年。自治区财政厅 ⒛18年 6月 20日 发布的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新财购 E⒛ 18〕 3号 )

同时废止。地州市和县市区财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要求做好相关

工作,不再制定同级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也不得自行对代

理机构开展监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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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计分规则

-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讠、r价 内容
‘〉亻皮
(分 )

l企业基

本情况

{l釜记情况 在中因政府采购 l×

×ll戈 共工尚注册所在地省级分网登记的倍唐、完整真实 ,得 l分 。 l

12配置情况 共备独讠的办公场所,得 l分。 l

13烃营情况 企业纳税估用等级为B级或M级 ,得杉〉,A级得3分 丨

依法为企qk在 职人员缴纳社会保险金 (社保账户),得 4分 4

l⒋烃|扌
Ⅰ「限 ;年 5年 ,得2分 ;6年及以上,得3分 。 3

15×t险 防柃 近∷午内,企业资产负债率均能控制在∞%以 F,待 l分。 1

近二年内,企业年净利润均大于0,得 l分 。 l

2企业

业绩与

人员情况

zl也绩情况

按照工商注册地在新疆维吾尔白治区行政 l× 域内的代理机构和在新疆维吾尔白治区从事政

府采购代理业务的外省代理机构代f甲政府采购项 H分包数量 (近 二年得分相加 )以新疆疆

内开展政府采购业务数据为准 :

l ⒛20年
"0个

30个 ,得3分 ;31个 50个 ,得 l/,〉 ;51个 及以上,得 7分 。

z.⒛ 19年 :10个 30个 ,得 2分 ;31个 50个 ,得形〉:51个 及以上,得 4分
=

3,⒛ 18年 :10个 30个 ,得 l分 ;31个 50个 ,尔12分 ;51个及以上,得 3分 ,

按照代理政府采购项口成交总金额 (近工亻r徘分相加 ):

1 ⒛⒛年 :20θ 0/J5000丿 j(包括5000万 ),得 1分 ;5000万 l亿 (包括 l亿 ),得彤〉:l
亿以上,得3分 。

2 2o1“ F∶ zθ 00万 5θ 00/J(包括5000,J),得 0~5分 :5000万△亿 (包括 l亿 ),得 l分 :

l亿 以 L,得 2分 .

3 ⒛ 18∮F:2000丿丁弓0tlll万 (包括50θ 0万 ),得0.25分 ;500tl万 l亿 (包括 l亿 ),得05
分; l亿 以上,得 l分。

数卫占:70%)

合冂伞额占:30%

22人 贝及培
丨怙沙己

专职从业人员数量 (缴纳社保人员):5人 10人 ,得2分 ;ll人 20人 ,得4分 ;21人 及以

上,待 s/,〉 。
6

l∶ 作经验3年及以上专职从业人员数量 (缴纳社保人员):2人 5人 ,得杉〉;6人 10人 ,

得4分 ;ll人及以⒈,得 5分 。
5

具备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与政府采购业务相关的资质或
"「

+s的 圩职从业人员数量
(缴纳社保人员):1人得 1分 ,5人及以上,得5分 。

5

每年内部培训次数:每次不得少于5人 ,1次得0彬〉,最高得l分 。

每年参加外部培训总人数:鼓励代跸机构专职从业人彡t参加财政部门、政府采购行业协会

或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培洲并获得 ,r{‘ ,或通过则政部门组织的测试,获得证 粘或通过测

试总人数 5人及以上,达 l lllD%徘 9分 ;达BO%得 8分 :达 70%得 7分 :达∞%得 6分 :达60%

以下得5分 ;不足5人不得分。

3企 uz管

理情况

31管理制庋

建立完备的项日眢理制度 :

l采购代I坠 委托符理制丿攴

2采购需求制定什帅制丿史

3采购文件编制甘跸制丿攴

4,亻乩留̀公 告带l吧 制度

5评审管∫盟制丿芟

6保证金甘理制溲

7质 疑笞复菅理制∫芰

8档案甘理制度

l

】建氵完胬的 I作纪律、业务范围、岗位分离及制衡等内控笤胛制度。

2建 立亢备的法务、财务等其他日常管理制度

4企业失

信与处理

处罚惰况

11失亻占怙况
发现近3年存仁因政府采购领域外的违法违规行为被信川中同列入佶川名屮怙形 ,每有 l

例,扣 I分

12处Ι咀处罚

发现近3Ιf存在因未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被财政部门贵令堆改情形 ,每有

l例 ,扪 13分 。
6

发现近3年存在冈未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破财政邮闸处罚情形 ,每有l例 ,扣

分。情节严重的,每有1例 ,打 l10分 。

当

价

购

评

一米

人

·)
 
"
廿 采购当事人 10分 10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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