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邦財殉 〔2020〕 4号

邦州市財政局

美子特友 《河南省財政庁美子印友河南省政府

集中采賄目乗及林准 (2020年版 )的通知》

的通知

市立各部 11、 各単位,各去 (市 )区財IEX局 :

現格 《河南省財政斤美千印友河南省IEA府集中采殉曰永及林

准 (2020年版 )的邁知》(豫財殉 〔2020〕 4号 )文件特友分休

イ11,清芦格落実相美規定,遵照机行。

附件:河南省財政斤美子印メ

林准 (2020年版 )的

2020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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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州市財政局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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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財驚 〔2020〕 4号

河 南 省 財 政 層

美子印歳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胸圏嚢及糠准

(2020年級)飾鸞知

書菫各部 11、 各単位,各省轄市、済源示鉱鰻、有費暴 (市 )財

政薄 t

《河繭省崚府集中采陶 目彙及棒准 (2020年散)》 已畿雀政

府爾薫,現 印麦鰺体偶,構饉照執行。

購得:河書省政府集中采驚調象及棒准 (2020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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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驚省政府集中業胸目摯及祢准 (2020年版)

一、集申果晦机絢采晦項目目最

以下項獨轟飯接規定委耗集中釆驚机構代理采驚 :

摩 号 品 目 鑢鶴 書注

一、費嘲糞

l 朧弁器 A02010103

つ
ん 合式汁葬机 A0201olo4

3 縫携式汁鼻机 Ao2010105

4 甕墨打印机 A0201060101

5 ,裁光打印机 A0201060102

6 1針式打申机 Ao201060104

中
了 液轟塁示器 A0201060401

8 紹機供 A0201060901

今 鐘鑢軟件 A02010801

10 常轟姜春歌件 A0201o805

■
■

１
■ 糞申机 AO倉o2ol

12 投影供 A020202

13 多動鮨一体机 Ao2o2o4

14 震鞠机及轟繊 A02o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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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21001

繋

一
鸞

A02021003

壽魏換 A02021101

ゴゝ020305 包金新能源汽率

包金新能源汽率

AO懲051228

不湾断亀藤 《uPs)I A02061504

A0206180203

壼性020808

A020207

魏薮会波系統境春

鍵燿綬像机 A02091102

:A12091103

1家具罵異

二、朧券業

31 :警帝舞議魯

性……[室全量主__

33 1申 購巖券

棋織菜中的難姜議券

|(1081401

A090101

34 1勧 並警理難春

A02091101

-3…

序号 晶 目 鏑鶴 督注

15 LED塁 示鮮

16 鱗控一体机 A020208

17 速彎机

装憶机

20 薫燿牟

21 継率 A020306

22 転機

う
０

つ
議

24 壺瀦机

25

26 彙像机

27

28 機承一体憲L

29 :A06

30
1贅 印鑢

I C0810

I C1204



注 :

1.高校、科研院所釆驚科研供轟渋春不通燿簑申所夕1項 目,

具体接照 《河驚省財政灯美子省属高校和科瞬院所科研供器没各

釆鶏管理有美事項的進舞》(鷺財驚 〔2017〕 6号 )》 執脅。

2.集 中釆驚目薫以内五分散来驚隈額様准以下鋳澪星来驚 ,

接照政府采驚岡上高城、惨哄供貨鋳有美規定筑行。

3.本 目薫根機財政部 《政府米驚轟獄分奥 冒求》 (財 摩

〔2013〕 189号 )制 定,日 薫項 目的具体内容接照 《政府釆驚轟

目分奥目承》的麟虚肉暮解澤壌た。

二、分散薬購限畿標準

鍮裏中采驚機構釆驚項目外,預算単位采驚事項或批量預鷲

金額遮妻1采賄限額粽准鋳項目,鹿 巌接照 《中肇人民共和国政府

釆驚法》有夫規定,実行分散采驚。集中采驚机梅業驚項 爾以

外、采驚限額棒准以下的采驚項目,可不執行政府釆驚法規定的

方式和継序。

雀競及邦州市本毅賛続、工程、服券項目分散米驚購額カ

100万 元,市禁 (不 合郎薦常》資物、朧券項目分散釆驚睡畿持

50万 元,碁象貸物、服券項 自分散釆驚饒額力 30万 元,市 競

(不 金海謝1市 )泰暴級工程項目分散采鱗證額棒准力 60万元。

二、公牙招転数額転准

預葬単位ス驚黄物、議券硬瞥,省 象及輝劇市本教事項成批

量預算金額遼pl1 400万元以上鋳、市禁 (不 金螂藤華)和暴象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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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或批量預舞金額義要1200万 元以上的,米用/Ak升 澪林方式。政

府来驚工種経棒数額棒准接照 《羹須羅棒的工程項目規史》 (爾

家友唆委第 16孝李)執行 .

政府釆驚工糧以及寺工極建没有美的費物、購券,采燿燿棒

方式米驚的,進用 《中幸人員共和国櫂粽投棒法》及其実施条

・rll;采 濯其他方式来鏑的,進用 《中準人民共黎国政府来驚法》

及典実施条例。

閣、有美要求穆瀧明

(― )政府米驚活競嵐芦絡棋有 《中幸人臨共和国政府釆驚

族》及有夫法規制度規定,落 共政府采驚支持唸1断 、難色、中小

企立友晨、驚食攻豊等政策輝棒。預算準位轟満足機構資驚速輸

泰提供公共議券雄本書求時護鍵下,鹿 当預響本華篠年度鎮驚釆

購項雷願算恙額的 30%以 上,キ 11爾 向中心金韮采驚,姜 中毬

預警籍式ヽ饗数饗企立的な例不憔千本革住年度政府釆賄項爾預算

患額的 20%。

(二 )本部 11式 系筑有特殊要求,需 要曲本部餞或系統筑一

采驚的償機、工種和巖券美を燿項目,属 学部海集中釆鈎項豪,

繭各主馨預算華像輩金自力立弁特点,自 行磯史本部 11集 申米鏑

澤撃苑爾,井極省統財政椰11各薫購喪施。

(二 )使濯財政性資金鋳工機畷猥虚豊熱入願舞讐理,采 驚

人無濃邊行政府釆驚実施汁測和春闇春簾,鏑 入政府米驚修轟筑

燎饉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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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会波費、培サ1費 以及水、屯、気、愛養,接熙規定的

粽准執行,米驚人不再避行政府采驚実施普却和春同春策,接 有

美規定要求寧核支付 .

(五 )渉 密釆驚項目嵐接照渉藩政府采驚管理相美規定執行。

(六)難邦以外省菫単位集中釆驚項露可就近委耗属地集中

采驚棋梅難鉄米驚活緩:駐 豫以外省豊革住采驚奎部ヵ分散釆

驚。

(七 )各市暴坑―執行本政府集中釆驚目驚及棒准。没有没

立集中米驚機構的市暴,集 中柔驚机構米驚項目可就進委耗集中

釆驚机梅鯉禁釆驚活載,也 可委托機会代理机構代理采驚。

(八 )財政管理奥行書菫接管理的暴禁財政部 11可 衡使批准

交買釆驚方式的駅紋。

癬慮会汗逸願:主講公汗

河南省財政″亦誉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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