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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财规〔2019〕2 号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 2019 年深圳市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等事项的通知

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市政府采购中心，各

社会采购代理机构：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以下简称《采购

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试

用）的通知》（财库〔2012〕56 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我局提出了 2019 年深圳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有关要求，

已经市政府批准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政府采购的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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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必须实行政府采购。政府采购以集中

采购为主，自行采购为辅。

政府集中采购，是指对集中采购目录（详见附件 1）以

内以及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在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详见

附件 2）的项目实施的采购。属于集中采购范围的项目，应

当进入政府集中采购平台，除特殊情形外（详见附件 1 中的

文字说明），采购人均应当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自行采购，是指对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在集中采购限额

标准以下的项目实施的采购。对于自行采购的项目、2019 年

深圳市暂不纳入集中采购范围的项目（详见附件 3）以及集

中采购范围内的特殊情形的项目，采购人相应编报公用经费

预算或项目预算，无需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2019 年的集中采购限额标准：货物和服务类项目为 100

万元（含），工程类项目为 200 万元（含）。

对于科研仪器设备，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自行组织采

购，也可以自行委托社会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采购，自行选择

科研仪器设备评审专家。对高校、科研院所采购进口仪器设

备实行备案制管理。

二、关于政府采购组织实施主体的划分

（一）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的项目范围。

集中采购目录（详见附件 1）以内的项目，由政府集中采购

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其中国际招标项目应当由具备国际招标

能力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实施。

（二）由社会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的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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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在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详见附件 2）

的项目，按照规定委托社会采购代理机构实施采购，其中保

密、应急以及重大采购项目应当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实施。

（三）由采购人自行采购的项目范围。集中采购目录以

外且在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政府采购项目以及 2019 年

深圳市暂不纳入集中采购范围的项目（详见附件 3），由采购

人按照《采购条例》等规定自行组织采购或委托社会采购代

理机构组织实施，由采购人自行监管。采购人的采购活动实

行行政首长负责制，采购人责任机构负责人和采购经办人对

采购活动负直接责任。自行采购决策过程及结果应当作书面

记录，并在内部进行公告。

三、关于执行集中采购和公开招标的要求

属于集中采购范围的项目均应实施集中采购、实行公开

招标，符合《采购条例》和《实施细则》相关规定，需要转

为自行采购或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采购人应当在申报政

府采购计划之后，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在获得批准后

实施采购。

四、关于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要求

政府采购应当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在技术、服务

等指标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依照有关规定优先采购清单

范围内的产品（如清单内容有调整或更新，则以最新的清单

内容为准）。具体清单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制定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以及财政部、环境保护

部制定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列示的产品，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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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市财政局、

市发展改革委共同制定的《深圳市政府采购循环经济产品

(服务)目录》中列示的产品。

政府采购应当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 号）

以及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 号）的要

求，对于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划型标准的中小企业，

依法给予相应的政府采购优惠政策。

政府采购应当支持监狱和戒毒企业（以下简称监狱企

业）发展。在纺织品类项目、印刷类项目中通过预留份额等

方式向监狱企业采购，具体按照《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

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及我市相关

规定执行。

政府采购应当支持残疾人就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

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具体按照

《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执行。

政府采购原则上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

人申请采购进口产品的，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

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和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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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

号）等相关规定执行。其中：采购进口医疗设备，按照《深

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深圳市医疗设备控制类进口产品政府采购清单〉（2016 年

版）和〈深圳市医疗设备允许类进口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2016 年版）的通知》（深财购〔2016〕18 号）的相关规

定执行；采购进口教学科研设备、进口检验检测设备，按照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市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

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深府规〔2018〕9 号）以及《深

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教学科研类设备控制、允

许进口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深圳市检验检测类设备控制、

允许进口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通知》（深财购〔2016〕21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另外，符合国际招标类采购项目，采

购人还应当按照《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

（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1 号）等相关规定委托具备国际招标

能力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

采购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加

强制度建设、标准化建设和业务培训，使采购工作人员全面

掌握上述政府采购政策要求，根据国家、省和我市的相关规

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全面执行上述各项政府采购政策功

能。

五、关于执行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政府采购主体方式的

要求

采购人应当以本通知规定作为编报 2019 年政府采购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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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依据。采购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

应当以本通知规定作为组织实施 2019 年政府采购项目的依

据。各区（新区）财政部门可根据《采购条例》并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对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作适当

调整，经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批准后公布执行，并报市财

政部门备案。

本通知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1.2019 年深圳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政府集中采

购机构组织实施的项目）

2.2019年深圳市社会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的项目

3.2019 年深圳市暂不纳入集中采购范围的项目

深圳市财政局

2019 年 2 月 1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五纪检监察组，市档案局，各区财政局、

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

局。

深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 2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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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深圳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的项目）

编码 政府采购品目 备注

A 货物类

A030105 空调

1.专指民用空调，包括壁挂式空调、柜式空调、

天花式空调三种，不含窗式空调和专业精密空

调；2.按预算金额大小，分别实行电商、竞价

或公开招标（标准详见深财购〔2018〕35 号文）。

A030201 台式计算机（含一体机）

1.按预算金额大小，分别实行电商、竞价或公

开招标（标准详见深财购〔2018〕35 号文）；

2.涉密设备采购，按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A03020201 普通激光式打印机
1.非涉密打印机，按预算金额大小，分别实行

电商、竞价或公开招标（标准详见深财购

〔2018〕35 号文）；2.涉密设备采购，按相关

管理规定执行。

A03020202 工作组激光式打印机

A03020203 针式打印机

A03020204 彩色喷墨打印机

A03020205 一般喷墨打印机

A03020206 多功能一体机 1.按预算金额大小，分别实行电商、竞价或公

开招标（标准详见深财购〔2018〕35 号文）；

2. 涉密设备采购，按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A030204 传真机

A030205 碎纸机

A030206 投影仪

A030207 扫描仪

A030208 不间断电源

A030301 办公家具 1.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含）以上、300 万元以

下，预选采购；2.300 万元（含）以上，公开

招标。

A030302 宿舍家具

A030399 其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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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政府采购品目 备注

A 货物类

A0304 手提电脑（含平板电脑）
1.按预算金额大小，分别实行电商、竞价或公

开招标（标准详见深财购〔2018〕35 号文）；

2. 涉密设备采购，按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A0305 电视机

A0306 摄影器材

A0307 摄像器材

A0308 速印机 1.非涉密设备，按预算金额大小，分别实行电

商、竞价或公开招标（标准详见深财购〔2018〕

35 号文）；2.涉密设备采购，按相关管理规定

执行。

A030901 中高速数码复印机

A030902 模拟复印机

A04000101 复印纸
1.不需编报采购预算和集中采购计划；2.电商

供货。
A04000102 传真纸

A04000103 打印纸

A070301 图书

1.专指中文图书；2.采购单位可预留不超过 5

万元的图书经费自行购买图书；3.预算金额 5

万元（含）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不需编报采

购预算，采购单位在预选供应商中自行选择采

购并获相应价格优惠；4. 100 万元(含)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按预选规则执行；5.300 万

元（含）以上的，可实行预选采购，也可公开

招标。

A071001 学校教材 专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材。

A100401 服务器
1.按预算金额大小，分别实行电商、竞价或公

开招标（标准详见深财购〔2018〕35 号文）；

2.涉密设备采购，按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A100402 路由器

A100403 交换机

A100405 防火墙

A11 交通工具

普通公务用车，公开竞价方式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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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方式采购。

不在上述项目之内的

货物类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250 万元（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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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政府采购品目 备注

B 工程类

B0303 园林绿化工程

1.预算金额 200 万元（含）以上、300 万元以

下，预选采购；2. 预算金额 300 万元（含）

以上，采取公开招标。

B0900 修缮、装饰工程 1.预算金额 200 万元（含）以上、300 万元以

下，预选采购；2.预算金额 300 万元（含）以

上，采取公开招标。

不在上述项目之内的

工程类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250 万元（含）以上。

C 服务类

C0801 大型会议 1.不需编报采购预算和集中采购计划；

2.预选采购。C0802 一般会议

C1000 物业管理

1.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含）以上、300 万元以

下，预选采购；2.300 万元（含）以上，采取

公开招标。

C1300 劳务派遣

1.项目预算中管理服务费 100 万元（不含）以

下的，采购人从预选供应商库中自主择优选择

供应商；2.管理服务费 100 万元（含）以上的，

预选采购。

C1400 绿地管养 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含）以上，预选采购。

C1500 土地储备管理 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含）以上，预选采购。

C1600 保安服务

1.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含）以上、300 万元以

下，预选采购；2.300 万元（含）以上，公开

招标。

C1700 家具监理 实行战略合作伙伴制度

不在上述项目之内的

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250 万元（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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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以上目录按照金财工程部门预算系统中的政府采购

品目制定。

2. A04000101 复印纸、A04000102 传真纸、A04000103

打印纸、C0801 大型会议、C0802 一般会议相应编报公用经

费预算或项目预算即可，不需编报政府采购预算，直接向电

商或预选供应商采购。

3.预算金额 100万元（不含）以下的图书项目（A070301）、

管理服务费 100 万元（不含）以下的劳务派遣项目（C1300），

编报项目预算即可，不需编报政府采购预算和编列采购计

划，采购人从预选供应商库中自主择优选择。

4.除上述第 2 点和第 3 点规定以外的其它项目，采购人

均应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5.以上项目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负责组织实施，但其中

国际招标项目应当由具备国际招标能力的社会采购代理机

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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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深圳市社会采购代理机构
组织实施的项目

名称 备注

货物类

不在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

货物类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含）以上、250 万元以下。

工程类

不在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

工程类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200 万元（含）以上、250 万元以下。

服务类

不在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

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含）以上、250 万元以下。

说明：

1.以上项目采购人均应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2.以上项目按照规定委托社会采购代理机构实施采购，

但其中保密、应急以及重大采购项目应当由政府集中采购机

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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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深圳市暂不纳入集中采购范围
的项目

序号 项 目

1

属于《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若干规定

的通知》（深府〔2015〕73 号,以下简称“73号文”）第二条、

第七条规定的、适用招标方式确定中标人的建设工程项目，按

73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

2

药品和医用耗材。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采购，按照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或医疗保障部门）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相关政策规定发生

调整的，则按照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3
通讯管网、水电气管道、给排水管网的租用和维护；气象雷达维

护；邮政投递；影视作品和宣传公告的制作、发布、刊登、播放。

4 房屋购置和租赁，场地租赁。

5
活体动物、标本、化石、干尸实物及相应服务的采购。

文物、美术作品实物及相应服务的采购，文艺演出及剧目的采购。

6 直升机托管。

7 因公出国项目。

8
河道水库等水务工程抢险抢修（含停水检修），深圳市市外水源

工程管理，学校安全应急等突发事项抢修（含停电停水抢修）。

9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监委召开的，或指定由

部门组织承办的会议、展览展会、培训、演出等。



- 13 -

序号 项 目

10
公务用车、船艇、直升机等使用的燃油及其他燃料，消防设备用

气等。

11
非政府独立产权，且物业管理主导权不属于政府机构的物业管

理。

12 生鲜食材、农副食品的采购。

13
图书类项目中的进口图书、电子图书、教材（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材除外）及配套教学辅助用书、中外文报刊。

14

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组织的职业资格、技能资格、公职人员招录、

辅警招录等相关考务工作（含考试场地租赁、命题、组织考试、

体检等）。

公职人员及辅警人员的体检。

15 医院医用布草洗涤消毒服务、医疗废物处置服务。

16
省级及以上行政或业务主管部门通过集中采购方式确定供应商，

或通过指定、授权等方式限定供应商的项目。

17

规划国土前期费等计划项目，包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市本级职能范围内的规划国土前期费、地质灾害预防、测绘地籍

工程、规划国土监察支出、基本农田建设和耕地保护等支出计划

项目。

18
警用车辆及警用装备（含单警装备、技侦装备）。

警服及辅警服装、审判制服、检察制服。

说明：以上项目，暂不纳入 2019 年政府集中采购范围，

暂不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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