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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财购〔2017〕19 号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
关于做好 2017—2019 年度保安服务、土地
储备管理、家具、图书和党政机关会议定点

酒店等五类项目预选采购的通知

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

根据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对保安服务、土地储备管理、家

具、图书和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酒店等预选采购项目实施方案

的意见，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完成了 2017—2019 年度上述

五类预选供应商的招标工作，并建立了预选供应商库（详见

www.cgzx.sz.gov.cn，首页=>专项服务=>面向采购人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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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选供应商栏目）。为做好本轮预选项目的政府采购实施

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适用范围和实施规则

（一）保安服务类项目

1.适用范围。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且预

算金额达到当年我市本级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 300 万元以

下的保安服务项目实行预选采购；300 万元（含）以上的项

目采取公开招标。对于符合国家保密政策要求等特殊情况的

项目，不纳入预选采购。

2.预选实施规则。（1）采购公示。由采购人或者集中采

购机构发布竞价公告，公布财政预算及采购需求。竞价公告

时间不少于 7 天，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 3 天。（2）预选供应

商报名。采购人可从预选供应商库中推荐不多于 2 家供应商，

系统从在采购项目公示期内投标响应的预选供应商中随机

抽取 8 家（响应不足 8 家的则全部抽取，不再补抽）参与竞

价。（3）有效供应商及数量。有效供应商(指参加具体项目

竞价，且对项目进行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下同)数量应不

少于 2×（N+2）家（N 为成交供应商的数量），否则项目竞

价失败。（4）成交规则。采用“N+2”定标法，即以《采购

结果确认通知书》形式列示供应商名称及报价信息发给采购

人，由采购人对各报价供应商是否完全满足竞价文件的实质

性要求进行判定后，在报价最低的前“N+2”家供应商中选

择成交供应商，并分别说明不选择其他供应商的理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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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价者不需说明理由），由行政首长在该通知书上签字，

采购人盖章确认后，再送回市政府采购中心发出《成交通知

书》。（注：新竞价系统上线后，《采购结果确认通知书》签

字盖章后可直接扫描并上传至竞价系统）

（二） 土地储备管理类项目

1.适用范围。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且预

算金额达到当年我市本级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土地储

备管理项目实行预选采购。以资格招标方式采购的土地储备

管理项目采取公开招标。

2.预选实施规则。（1）采购公示。由采购人或者集中采

购机构发布采购公告，公布财政预算及采购需求。采购公告

时间不少于 7 天，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 3 天。（2）预选供应

商报名。在采购项目公示期内，预选供应商均可进行投标响

应。预选供应商在中标后自动轮空三个月周期，三个月内暂

停参与土地储备管理预选供应商项目投标响应，已投标响应

的不能被系统抽取中标，轮空期满后方可再次参与。（3）定

标方法。采用抽签定标方法，在报名参与的供应商中，由系

统抽签确定成交供应商，以项目预算金额为基准下浮 27%作

为成交价。

（三）家具类项目

1.适用范围。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且预

算金额达到当年我市本级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 300 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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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家具项目实行预选采购；300 万元（含）以上的项目采

取公开招标。

2.预选实施规则。与保安服务类项目预选实施规则相

同。

3.实施要求

（1）本轮家具预选项目进一步加强质量管控。中标的

预选供应商提供的家具成品及原辅材料质量应满足相应的

国家、地方或行业产品质量标准要求，其中，环保性能应符

合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规范 SZJG 52-2016《家具成品及原辅材

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质量标准中对性能指标等内容有

不一致的要求时，以最高的标准要求为准。除不影响安全性

能的外观尺寸外，采购人提出的项目技术需求应符合质量标

准要求。

（2）采购人在项目验收中发现产品质量达不到项目要

求或供应商投标承诺时（以下简称不达标情形），应责令供

应商在一定期限内按相应质量要求完成整改；同时，采购人

应将该不达标情形和限期整改要求一并反馈市政府采购中

心，并抄送市财政委员会。市政府采购中心和市财政委员会

将分别视情况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对该供应商作出处理。

（四）图书类项目

1.适用范围。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且年

度预算金额在 5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图书项目实行预选

采购（其中采购人可从年度图书经费中预留 5 万元作自行采



- 5 -

购经费）。年度预算金额在 300 万元（含）以上的图书项目

可实行预选采购，也可以采取公开招标。图书类项目中的外

文图书、电子图书、教材及配套教学辅助用书、中外文期刊

以及中小学教材不纳入预选采购范围。

2.预选实施规则。（1）采购人可从年度图书经费中预留

5 万元作自行采购经费。（2）预算金额在 5 万元以上 50 万以

下的项目，采购人可在预选供应商中自行选择采购，并获得

相应的价格优惠和服务承诺。（3）预算金额在 50 万元（含）

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项目，与保安服务类项目预选实施规则

相同。（4）预算金额在 300 万元（含）以上的，可以实行预

选采购，与上述第（3）项的规则相同，也可以采取公开招

标。（5）对于在招标前不能明确采购具体书目的项目，可按

资格招标项目方式编列 1 元计划，仍根据预算金额大小按上

述（1）-（4）项的规则实施采购。

（五）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酒店类项目

1.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会议费

管理，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

214 号）及《深圳市市直党政和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

（深财行〔2016〕140 号）的要求，市直单位召开会议应当

改进会议形式，充分运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降低会议成本，提高会议效率。如不能够采用电视

电话、网络视频召开的会议实行定点管理，各单位应当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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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招标确定的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酒店召开各类会议，按照协

议价格结算费用。对于未纳入定点范围，价格低于会议综合

定额标准的单位内部会议室、礼堂、宾馆、招待所、培训中

心，可优先作为本单位或本系统会议场所。

根据财政部“差旅不实行定点管理”的要求，各单位可

自行选择合适的酒店进行公务住宿接待工作，本轮招标入围

的会议定点酒店同样提供公务住宿接待服务，供各单位参考

选择（详见附件 6“差旅住宿价格”）。

2.实施要求

（1）各单位召开会议必须依照《深圳市市直党政和事

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深财行〔2016〕140 号）的规定执

行，严格控制会议规模，按会议类别执行各项标准，自行选

择符合会议需求的定点酒店召开会议。

（2）各单位与会议定点酒店购买会议服务时，应就会

议类别（详见附件 7）、会期时间、人数、会场、住房、餐

饮、交通、价格等事项予以明确，双方确认后签订合同，

在会议费支付时以此合同为结算依据。

（3）会议费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以单位：元/

人·天进行结算，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在综合定

额标准以内据实报销。会议费包含：住宿费、伙食费、会

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详见附件 6

“会议综合定额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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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市会议用房以标准间为主，副厅级以上（含）

人员可住套间，处级干部安排单人标准间，其他人员两人一

间标准间；会议用餐原则上安排自助餐，严格控制菜品种类、

数量和份量；非自助餐形式的用餐按餐饮折扣率据实结算

（详见附件 6“餐饮折扣率”）。

（5）会议费支付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和公务卡使用

管理规定，采取银行转账或使用公务卡结算。具备条件的，

会议费应由单位财务部门直接结算。禁止以现金方式结算。

二、关于预选执行期限

本轮保安服务、土地储备管理、家具、图书及党政机关

会议定点酒店预选采购执行期为 24 个月，自 2017 年 4 月 18

日起实施。

三、关于实施要求

（一）各单位预选采购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要切实加

强经费支出和审批管理。

（二）严格签订政府采购合同，达到集中采购限额标准

且需要办理合同备案的项目要办理政府采购合同备案，及

时反馈预选供应商的履约情况，以便加强对预选供应商的

管理。

（三）不得擅自规避适用范围、改变操作方法，随意提

高采购标准，提出超越预选供应商采购范围的其它要求。

（四）本次招标入围的预选供应商名单请详见附件 1—

5。预选供应商实行动态管理，名单及联系方式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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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深圳市政府采购网（www.cgzx.sz.gov.cn，首页=>专

项服务=>面向采购人的服务=>预选供应商栏目）公布的为

准。违反预选供应商承诺被取消预选供应商资格的供应商

名单也将在深圳市政府采购网及时更新。

（五）在操作执行中，如有疑问或建议，可及时咨询和

反映。咨询及网络技术支持电话：83948100、83948149、

83938544。业务咨询电话：82893020。

四、关于监督检查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将对预选供应

商采购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各单位在

执行中，如发现有违规行为，可向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或深圳

市政府采购中心反映，电话：83948157（市财政委员会）；

82893020（市政府采购中心）。

五、其它事宜

（一）在实施以上类别预选采购过程中，若有新方案出

台或其它改革事项，相关预选采购项目将适时变更或终止。

（二）会计中介服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监理、造价

咨询，公务用车（购置），公务租车和因公出国（境）代理

服务等五类项目不再实行预选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集中

采购限额标准的采取公开招标，未达到集中采购限额标准的

由采购人自行采购。其中，公务用车采取公开竞价（竞价规

则与以往相同），对于特种车辆（如消防车、急救车、通讯

指挥车、勘察探测车等）以及改装车辆，则采取公开招标。



- 9 -

（三）各区（新区）财政部门、政府采购中心和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可根据实际需要参照适用本轮预选采购方式。

特此通知。

附件:1.2017—2019 年度保安服务预选供应商一览表

2.2017—2019 年度土地储备管理预选供应商一览

表

3.2017—2019 年度家具预选供应商一览表

4.2017—2019 年度图书预选供应商一览表

5.2017—2019 年度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酒店预选供

应商联系方式一览表

6.2017—2019 年度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酒店预选供

应商报价一览表

7.会议类别情况简介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2017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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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秘书处 2017 年 4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