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邦財賄 〔2019〕 4号

邦州市財政局

美子印友 《邦州市政府来胸行立市場主体
信用分数分癸管理亦法 (減行 )》 的通知

政府釆殉各相美市場主体 :

現杵 《邦州市政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信用分須分炎管理亦法

(拭行 )》 、印友分休イ11,清決真遵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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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姜 (市、区)財政局

邦ノ11市財政局亦公室

-2-

2019年 3月 15日 印友



邦州市政府采購行立市場主体

信用分数分癸管理亦法 (減行 )

第一条 力了象ゲ邦州市政府釆殉行立秩序,規疱供庄商和

代理机杓的政府釆殉行力,促逃IEA府釆殉行立健康有序友展,菅

造市場主体減信姪菅和公平党争的良好気曰,根据 《中学人民共

和国政府釆殉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胸法実施条例》、《攻

府釆殉貨物
～
服券招林投林管理亦法》、《政府釆殉♯招林釆殉方

式管理亦法》等其他有美法律法規和IEA策 的規定,結合邦州市攻

府釆殉工作実昧情況,特十1定本亦法。

第二条 邦州市IEX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具体分力社会代理

机杓和供泣商両大炎,其信用分貌分炎納入本亦法管理疱時,速

両炎市場主体信用笙黒銘単坪定管理也造用本亦法。

第二条 本亦法所称政府釆胸行並市場主体信用分須分炎,

足指芸 (市 )象以上財政部日在依法履行政府采殉監督管理取責

ミ程中,根据緒区内邊行政府釆殉活動市場主体的信用信息,E,こ

情況対其信用逃行朱合坪定分須,井依据坪定須男1実施分炎差昇

化監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亦法所称政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的信用信息,足

指相美市場主体在参考邦州市政府釆殉活功中形成的能杉反映

共信用状汎的信息。

第二条 去 (市 )須以上財IEX部 日接照分貌管理利属地管理

相結合的原只1,負 責対格区内参有政府釆殉活功的市場主体 i4_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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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信息釆集永入、信用等象汗定、笙黒銘単友布、信用分象管

理等工作。

第六条 政府釆賄行立市場主体信用分象分炎管理鹿当遵

循合法、安全、及叶、有数的原ス1,不得侵犯国家秘密、商立秘

密利企人聰私,切実象ゲ行IEX相 対人的合法収益。

第七条 IEX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信用等象接照信用信息朱

合坪定法,各象財IEX部 日久責牧集監督栓査情況、行政炎理情況

信息以及相美市場主体的其他有妓信用信息,i4_行妹合汗定。汗

定結果分力:守信、失信、声重失信二企等象。

第八条 政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有下rll減信行力的,可坪定

力守信等須,井夕1入笙銘単管理:

(一 )政府未殉私会代理れ杓

1.代理机杓名永信息真実、有妓;

2.委托代理llT洪的答河和執行情呪良好 ;

3.釆殉文件編寺1々 友告、坪常姐須、信息公告友布、坪常

寺家抽取等情汎合法合規;

4.保江金牧IIP及退透及叶,釆賄錯果対中林或者相美供座

商的ミ知及叶;

5。 規疱、有序llT助釆殉人生奴詮牧;

6.釈板、次真答隻供鹿商反疑,配合財政部日炎理投訴 ,

自党接受財政部目的監督栓査 ;

7.楷案健仝、管理規疱;

8.受至1芸 (市 )須以上人民政府或財政部日ミ扱表物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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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象以上新同媒体寺題推介的;

9.具有其セ突出減共守信行力的。

(二 )政府未殉供泣苛

1.自 党遵守IEA府采殉法律法規,象 PIEA府釆殉市場秩序和

公平克争不境;

2.減信参与政府釆殉活功各企不市;

3.依法履行政府釆殉合同利政府釆殉活功中的各項承労 ,

力釆賄人提供符合采殉文件規定的貨物、工程利服券;

4.保守在政府釆殉活功中荻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商立秘密;

5。 自党接受財IEA部 目的監督栓査,私板配合財政部日炎理

投訴利挙扱条件 ;

6.芦格決真履釣,服券庚量好、釆殉人満意度高,受 rll釆

殉人ギ面表物,埜財政部11査江属共的;

7.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減信又券。

第九条 政府采殉行立市場主体有下夕1行力且埜財政部 11

査実的,可坪定力失信等須:

(一 )政府未殉洋会代理れね

1.代理机杓銘永信息更新不及叶的;

2.委托代理協洪的答資和執行情汎存在瑕疵的;

3.釆殉文件編tll均 友告、汗常俎須、信息公告友布、坪常

寺家抽取等情九基本合法合規,但併存在一定同題的;

4.保 II金 1丈取及退透,釆殉結果対中林或者相美供庄商的

垣知不及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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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能及叶llT助釆殉人生須詮1史 的;

6.草率泣付供座商反疑、不釈板配合財IEX部 日炎理投訴及

接受財政部日監督栓査的;

7.楷案管理不規疱的;

8.受至1芸 (市 )象以上人民政府或行政部「1責今整改、警

告、較大数額以下男款的;

9.未能芦格履釣,服券反量差、釆殉人不満意,受 rll釆殉

人ギ面批坪的;

10.具有其セ失信行力的。

(二 )政府未殉供泣商

1.在政府釆殉活功扱名和姿格常査不市有不減信行力的;

2.未按法定要求及叶与釆胸人答汀IEA府釆殉合同,但未対

釆殉人造成損失的;

3.未能芦格履釣,服券反量差、釆殉人不満意,受至1釆殉

人ギ面批坪的;

4.不 能自党接受財政部11監督栓査
～

配合財政部11人理投

訴和挙扱条件的;

5.♯主規故意辻反IEX府釆殉法律法規,受至1財 IEX部 11責今

整政、警告,較大数額以下蜀款的;

6.迪反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失信行力。

第十条  政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有下夕1行力的,可汗定カ

芦重失信等象,井夕1入黒名単管理 :

(一 )政府未殉社会代理れ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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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依照IEX府釆賄法及実施条例規定的方式実施釆殉或鹿

当釆用公升招林方式而檀白釆用其他方式釆殉的;

2.未依法在指定的媒体上友布政府釆殉項目信息;

3.以不合理的条件対供鹿商実行差男1待過或者攻祝待過的;

4.未接照規定仇行IEX府釆殉政策;

5.未依法八政府釆殉汗常寺家岸中抽取坪常寺家;

6.在招林釆殉辻程中与投林人逃行協商淡非1、 意意串理的;

7.升林前泄露林底的;

8.在釆殉辻程中接受賄賂或者荻取其他不正当不1益 的;

9.♯法千預釆殉坪常活功;

10.釆用環合坪分法叶汗常林准中的分値浚畳未均坪常因素

的量化指林相対立;

H.辻反政府釆殉法実施条例第十五条的規定早致元法俎須

対供泣商履釣情況逃行お1丈或者国家財声遭受板失;

12.通逍対祥品逃行栓淑|、 対供泣商逃行考察等方式改交坪

常錆呆;

13.対供鹿商的洵日、皮疑逍期末作丈理;

14.拒免有美部日依法実施監督栓査或在有美部 1可 依法実施

的監督栓査申提供虚仮情汎的;

15。 其他芦重逍反法律法規規定且受至1行政丈蜀、升1事丈蜀

的芦重失信行力。

(二 )政府未賄供泣商

1.提供虚候材料渫取中林、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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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 坪林委員会、党争性淡芽1小笙或者洵介小生成長行賄

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不1益 ;

3.釆取不正当手段派毀、羽琳 其化供泣商的;

4.向釆殉人、釆殉代理机杓行賄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dll益

的;

5。 在招林釆胸ミ程中与釆殉人逃行llT商淡非1的 ;

6。 中林或者成交后元正当理由拒不与釆殉人答汀IEX府釆殉

合同;

7.未按照釆殉文件碗定的事項答汀IEA府釆殉合同;

8。 杵政府釆殉合同特包 ;

9.提供仮冒佛劣声品;

10。 檀自変更、中止或者冬止政府釆殉合同;

11.拒亀有美部日監督栓査或者提供虚仮情汎的;

12.与 釆殉人、其他供庄商或者釆殉代理机杓悪意串理的(具

体表現力以下几fll情形 ):

(1)宜接或者同接八釆殉人或者釆均代理机杓炎荻得其他

供泣商的相美情九井修改共投林文件或者噛泣文件;

(2)接照釆殉人或者釆殉代理机杓的授意撤換、修茨投林

文件或者噛庄文件;

(3)与 其他供鹿商え同llT商 扱介、技木方案等投林文件或

者噛泣文件的実反性内容;

(4)与 属千同一集困、llT会 、商会等生須成長的其他供泣

商接照咳俎須要求跡同参カロ政府釆殉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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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 其他供泣商え同事先釣定由某一特定供泣商中林、

成交;

(6)有 其他供皮商え同商定部分供庄商放奔参かIEA府 釆殉

活功或者放奔中林、成交;

(7)与 釆殉人或者釆殉代理机杓え日、均其他供泣首相互

え同,力 渫求特定供庄商中林、成交或者排斥某些供泣商的其他

串通行力。

13.其他声重逹反法律法規規定ユ受rll行政炎調、升1事丈蜀

的芦重失信行力。

第十一条 政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信用分象分炎実行功恣

管理。邦州市各須財IEX部 11毎年在共政府釆殉図堵公布本格区管

理疱国内政府釆賄行立市場主体信用分須分炎情況和笙黒銘単 ,

井及叶向相美単位壇扱。

第十二条 政府釆胸行立市場主体信用分須分美情況
～

笙

黒銘単白友布え曰起一年内有数。

第十二条 各須財政部日根据政府釆殉行立市場主体信用

分須情現実行差昇化分象管理:

(一 )守信等象市場主体:在参有政府釆賄炎汗仇坪先活功

中,仇先考慮;在邦州市疱国内参与JEA府釆殉項目,同 等条件下 ,

仇先考慮力第一中林候逍人;

(二 )失信等貌市場主体:需要在財政部11監督下接期多1正

其政府釆殉頷域失信行力后方可/7t接邦州市疱国内政府釆殉項

目,仁不得参有政府釆殉炎坪仇坪先活功;

-9-



(三 )芦 重失信等象市場主体:在友布有数期内逃行整茨,

財政部日対其逃行重点監管,未能在友布有妓期内完成整改的,

不得重新逃行信用等須坪定,不得撤出黒銘単,不得承接其他邦

州市疱国内的政府釆殉項目。同時,財 IEX部 11定期或不定期対其

承接的其他IEA府釆殉項目逃行監督栓査。

第十四条 夕1カ 守信等象和笙絡単的政府釆賄行立市場主

体在友布有妓期内出現下夕1情況え一的,杵作撤出炎理井重新坪

定等須,及叶公示:

(一 )受至1釆殉人ギ面批坪井盗財IEA部 日査実的;

(二 )所参与政府釆殉項目被其他供座商反疑、投訴成立的;

(三 )出 現本亦法第九、十条所グ1失信行力え一的;

(四 )被市象以上人民政府或行政部11週扱批坪或市象以上

新同媒体曝光辻法事実的;

(五 )有其化辻法失信行力的。

第十五条 夕1カ 失信、声重失信等象或ダ1入黒銘単的政府釆

殉行立市場主体在友布有数期内夕1正其失信行力后,向格区内財

政部日提出ギ面申清,姪査江属実的,杵作撤出丈理,井及叶公

示,但 当年不得重新汗定信用等象或夕1入笙名単。

第十六条 被坪定力守信等象且被幼人生名単管理的jEX府

釆殉行立市場主体,在友布有数期内未出現任何失信行力的,由

邦州市財政局在“邦州市政府釆胸図"逃行ミ扱表物。

被坪定力芦重失信等須且被納入黒銘単管理的政府釆殉行

並市場主体,炎千友布有数期且有妓期半年以上的,由邦州市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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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局在“邦州市政府釆殉図"逃行逍扱、公示。

第十七条 各芸 (市 )区財政局芦格接照本亦法要求対参々

本格区内IEA府釆殉活功的市場主体逃行信用等象坪定和分須管

理,由 寺人久責及吋在IEX府釆殉図堵上友布相美情況和笙黒銘

単,井杵信息及叶向棒区相美単位邁扱共享。毎季度終了后 10

日内格分象分美情九和笙黒銘単上扱至邦州市財IEX局 政府釆殉

監督管理亦公室。

未接要求対参与本格区内政府采脚活功的市場主体逃行信

用等象坪定和分鉄管理或未及叶友布、上扱相美信息的,由邦州1

市財IEA局 逃行適扱井納入年冬考核。

第十ノ`条 本亦法白印友え曰起実施,有妓期両年。

第十九条 本亦法由邦州1市財政局負責解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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