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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易研究院聚焦智慧招采领域，立足全局视角，洞察行业前沿

趋势，收集整理行业动态，编制成《智慧招采动态》，每月一期，

旨在传递行业价值资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洞见：

行业速观：

创新集锦：

峰会观察：

选取国家政策、行业发文、地方发文12条，其中国家级重磅政策2条，

省市级政策10条，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交易平台整合、营商环境

优化、评定分离、农村产权、信用管理、专家抽取等内容。

深入行业的发展动态、规模结构、发展推动力以及综合经济信息，

发现价值，判断风险，共9条，主要聚焦于要素交易、公有云、区块

链、产权交易、数据国际交易等内容。

选取海南、江苏、长沙、临沂、芜湖、新乡、义乌、启东等地在智慧

招采领域的先进做法和地方经验，集成为9条创新实践，主要集中在

机器管招投标、智能辅助评标、数字见证、电子合同、智慧监管、

评定分离等方面。

聚焦于国家部委组织的工作会议、行业峰会以及行业内的市场活动，

全面学习、总结经验、沉淀智慧。

本期内容约8000字，阅读大约需要16分钟。

本期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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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关键词：数字基础制度建设、数字经济

        12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

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意见》指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

全大局，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海量

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纲要》：深化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对各类所有制

企业平等对待  

        关键词：数据要素、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绿

色采购

        12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

规划纲要（2022－203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主要内容包括：大力倡

导绿色低碳消费，完善绿色采购制度，加大政府对低碳产

品采购力度；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

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

交易机构。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建立数据资源

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

规范；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等。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

国家竞争新优势，提出相关意见。（来源：中国政府

网）

【北京】表决通过《北京市数字经济促

进条例》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

信息技术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2023年1月1日起施

行。《条例》共九章五十八条。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

“三要素”，即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

《条例》规定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

新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要求，规定了数据汇聚、

利用、开放、交易等规则。

国家政策、行业发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地方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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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187758282574467&wfr=spider&for=pc
http://www.gov.cn/zhengce/2022-12/19/content_5732695.htm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sj/202212/t20221214_2878614.html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黑

龙江省促进数字经济条例（草案）》  

        关键词：数字经济条例、数字政府、数字乡村、智

慧城市

        黑龙江省政府向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作了《黑龙江省促进数字经济条例(草案)》的说明，并

提请会议审议。提出推动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化，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强数字应用场

景建设，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服务支撑，加快传统行业

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智慧城

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和专

业化水平等内容。

【山西】省通过《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

条例》 

        关键词：数字经济条例、实体经济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条例》将于2023年1

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8章64条，从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治理数字

化四个方面强化抓手，通过明确各方职责、财政、金融、

人才、用地、用电等多方支持措施，从而服务保障全省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印发《湖南省综

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

         关键词：专家监管、专家质量、专家履职、专家考

评

       为进一步加强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的管理，

实现优质专家资源共享共用，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公平、

公正，湖南省发展改革委于2022年11月11日印发了《湖

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将于2022

年12月12日实施。一是强化专家监管职责；二是强化专

家质量把控；三是强化专家履职要求；四是强化专家考评

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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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913729573885913&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k4NjY0Nw==&mid=2656859432&idx=3&sn=c008af6b4b11f26b179fccc418165231&chksm=84ae7210b3d9fb0686219c2be58faf7d1ecd3b0327d6dc37f27ec621de7f70d84ffed86bde7d&scene=27
http://fgw.hunan.gov.cn/fgw/xxgk_70899/zcfg/dfxfg/202211/t20221121_29132988.html


【湖南】印发房屋和市政领域工程招标业

主评委委派管理暂行办法   

        关键词：工程建设、评委委派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业主评委委派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自

2022年11月14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1月13日。根

据《暂行办法》，湖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政府

投资项目业主评委委派管理工作，适用该办法。此次印发

的《暂行办法》对“工程特别复杂、技术难度大和专业性

较强”进行了界定，并明确了业主评委的委派原则、资格

要求以及业主评委的权利和义务。

【黑龙江】省住建厅发布《黑龙江省建筑

市场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   

        关键词：建筑市场、信用管理

        黑龙江省住建厅发布《黑龙江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

试行办法适用于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建筑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征

求意见稿》共七个章节，分别对信用信息的内容、信用信

息的采集和认定、信用信息的公开、信用评价与使用、监

督管理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

【宁夏】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

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导

则（试行）》  

        关键词：评定分离、工程建设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改委、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局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

政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导则（试行）》，以进一

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机制改革，规范招投标活动。

根据《导则》，自治区级3000万元以上、地市级2000万

元以上、县区级1000万元以上的房建市政施工项目，由

招标人自主决定是否选择“评定分离”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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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jt.hunan.gov.cn/zjt/c101183/c101185/202211/t20221126_29138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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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出台《贵

州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关键词：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要素市场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

性战略性资源。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文件要求，

规范数据流通交易运行，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经贵州省

人民政府同意，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出台《贵州省

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贵州省数据流通

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共9章42条，分为总则、部门

职责、交易场所、交易标的、交易主体、交易流程、安

全管理、监督管理、附则。

【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山西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平台试点工作起步   

        关键词：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山西省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平台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以山西农村产权

流转中心有限公司为主体，构建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平台。目前，山西农村产权已建成功能完备的线

下交易大厅，配备有专业人员及各类软硬件设施，搭建

完成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系统，并制定了相关交易规

则及细则。

【南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关于实

行网上抽取评标专家的通知》 

        

        

关键词：评标专家抽取、全面取消线下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关于实行网上抽取评

标专家的通知》（南住建〔2022〕741号），要求自

2022年10月17日起，南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项目全面取消线下抽取评标专家，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

机构通过交易平台专家抽取系统在线抽取评标专家，这是

南宁市进一步加强招评标专家管理、切实提高专家抽取服

务效率的一项重要举措。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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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公共资源要素交易规模超1万亿元       

        关键词：要素交易、破万亿、数字化

        今年1月至11月，广州交易集团(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累计交易金额11613亿元，交易宗数512万宗，服

务交易主体数量突破23万。这是继2020年以来，该集团

连续第三年交易额破万亿元。近期，在多个区域实施疫

情管控的形势下，广州交易集团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充分运用数字化交易、远程异地评标等先进手段，

始终维持交易场所正常运营状态，服务500多万宗项目

落地不间断。 （来源：中国青年网）   

未来中国公有云市场增速有望回升至

30%-40%

         关键词：公有云市场、IaaS

         IDC发布的2022上半年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数据

显示，市场规模达165.828亿美元，同比增速28.6%。

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增速跌破30%，创下新低。

2021、2020年上半年，该同比增速分别为39.8% 、

45.2%。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上半年整个中国公有

云市场跟往年相比，增速是有明显下降。IDC中国研究

副总裁钟振山表示从整个中国公有云市场的格局来讲，

还是会以IaaS为主。IDC预期到2026年，中国供应商

里 IaaS的 占 比 会 超 过 50%(达 到 56%)。（来 源 ：

TechWeb）

中国信通院发布《区块链白皮书（2022

年）》

        关键词：区块链、信任科技体系

        2022年12月29日，在第六届可信区块链峰会上，中

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发布《区块链

白皮书（2022年）》，并就白皮书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

2022年的白皮书在之前版本基础上，梳理一年来国内外区

块链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新动态，阐述以区块链为核心

的信任科技体系建设新进展，展望数字经济时代区块链技

术应用和产业发展机遇。（来源：中国信通院）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云南省碳资产交易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  

        关键词：双碳、一体化运营平台

        云南省碳资产交易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标志着

云南省碳资产统筹、规划、开发、管理一体化运营平台

的建成，对于助力云南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积

极意义。（来源：云南省国资委）

（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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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2发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测算评估

        腾讯研究院发布《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2》，《报

告》对全国351个城市和18个主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

了全面的洞察和评估，采取一横（城市角度）、一纵（行

长三角产权交易机构达成战略合作 共建

大市场 共推一体化 

        关键词：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一体化协同

        2022年长三角地区国资国企联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在

沪苏浙皖四地召开。会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小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执行董事刘永，

浙江产权交易所董事长周琪，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耀分别代表四地产权交易机构共同签署

长三角产权交易机构战略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高标准

建设长三角产权交易共同市场，高质量推进长三角产权

市场合作，高水平提升服务各类市场主体的能力，高起

点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来源：浙江省国资委）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22省市出台『数据相关条例』

        关键词：数据条例、数据安全、数据开发

       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十三五”

时期，我国大数据产业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30%，

2021年产业规模突破1.3万亿元，大数据产业链初步形

成。大数据应用从互联网、金融、电信等领域逐步向智

能制造、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领域拓展，并催生了一

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数据立法

步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多地纷纷出台数据相

关条例（包括大数据条例、数据条例、数字经济条例，

统称为“数据条例”），对数据赋能产业、数据安全保

护、数据共享等内容进行规制，以促进当地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来源：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点击阅读原文）

业角度）两个主要视角进行指数的交叉分析。其中，行业

指标方面，呼应“上云用数赋智”等国家重点政策，今年

选取了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敏捷研发3个关键指标进行综合

测算。（来源：腾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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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EzOTMwNQ==&mid=2247575000&idx=4&sn=cb0852a7f1ca62433df5e17a474de524&chksm=ebae24dedcd9adc8cba6aa169b01e995fff655ca6df7bbfe34060b2a29f06f1ac95e8e6ef4b0&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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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国际数字交易中心正式揭牌

        关键词：国际数字交易中心、数据要素市场

       在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之江数字贸易论坛上，杭州

国际数字交易中心正式亮相。近年来，数据要素市场正成为

各方争相入局的新赛道。杭州国际数字交易中心依托城市主

浙江省数据交易服务平台上线“数据国际

交易专区”

        关键词：数据国际交易专区、数据合规

        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DEPA与数字经济合作高峰

论坛上，浙江省商务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省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浙江省数

据交易服务平台数据国际交易专区。目前，浙江省数据交

易服务平台已形成“1个平台+N个专区”的数据交易市场

建设规划：“1个平台”即浙江省数据交易服务平台；“N

个专区”分别指区域专区、行业特色专区及综合专区。

（来源：浙江日报）

链基础设施平台提供的数据共享交换、资产管理、业务

协同等核心能力支撑，构建以数据提供方、数据购买方、

交易平台、中介服务方以及数据监管部门等众多参与者

为主体的完整数据要素生态，培育发展数据应用的新兴

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打造具有杭州特色的全国领先的

创新性交易平台。（来源：中国日报网）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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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全国首例“机器管招投标”项目

完成招标   

        关键词：机器管招投标、招投标模式改革

        海口江东新区“产业发展配套路网项目(三期)——银色

海岸配套道路施工”项目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进行招标。3块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参与项目投标的75家企业

的相关信息。经过对所有投标文件的IP地址、计算机网卡

MAC地址、计价软件加密锁号和数据存储设备序列号等信

息的自动比对、筛选，“机器管招投标”系统筛选出合格

的投标文件进入评标环节。仅用5分钟，结果就显示在屏幕

上。这是全国首例由“机器管招投标”系统完成招标的项

目。（来源：海南省人民政府）

【江苏】智能辅助评标，已从先行先试走向

分批分步实施  

         关键词：“不见面”交易、智能辅助评标

        为深入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公

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建立健全智能辅助评标 系

统，提升评标、评审的质量和效率，规范专家评审行为”有关

要求，江苏省在全面实现开标“不见面”的基础上，紧盯评标

  【长沙】全国标杆！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

区块链+数字见证系统入选“2022产业链

供应链数字经济创新案例”

          

        

日，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办的2022全球产业链

关键词： 区块链、数字见证

为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应用，11月24

供

应链数字经济大会在深圳顺利召开。会上，全国产业数字

经济大会组委会发布了“2022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创

新案例”入选名单，长沙公共资源交易区块链+数字见证

系统位列其中。近年来，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交易见

证工作中充分发挥区块链的技术优势，打造区块链为支撑

的全过程、全要素、全类别的数字见证新模式。（来源：

掌上长沙）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这一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建立“智能评”工作新机制，印

发《关于在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推行智能辅助评标的通

知》，明确分批分步实施，逐步实现全省全面应用。11月

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

合共享改革工作推进会，对江苏省智能辅助评标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来源：人民日报）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5309/202211/b819ba52b2494ee6812c38bae4ff74d5.shtml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6941118/6801556
https://www.icswb.com/h/168/20221202/792583_m.html


【临沂】临沂签订全省首份土地出让电

子合同——挂牌出让跨入全流程电子化

时代

        

      LG-G-01-2022-014、LG-G-01-2022-015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成功交易，竞得人临沂钢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与临沂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在线签署了电

子版成交确认书、土地出让合同，这是山东省第一份土

地出让电子合同。（来源：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关键词：土地出让、电子合同

）

【芜湖】数字赋能破解标后履约监管难

题

          

        

关键词：标后履约、监管

为防治转包、挂靠、违法分包以及不诚信履约等违

法违规行为，芜湖市印发《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

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开发上线公共资源交易标后监管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新乡】新乡市打造标准化智能化采

购新模式

        

      近年来，新乡市财政局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加强能力作风建设，探索实行政府采购标准化、智能

化新模式，通过“亮”信息、“晒”结果、“提”速

度、“增”服务、“降”成本、“出”范本等方式，

聚力解决企业所需所盼，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全面

打造阳光、高效、温暖、便捷、规范的政府采购，为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来

源：政府采购信息网

关键词：电子化建设、虚拟主播、智能云签

）

（点击阅读原文）

系统，实现从项目招标环节到履约环节的无缝衔接，构

建“监管全程相伴，交易一路畅行”的公共资源交易监

管体系。多措并举。此外，芜湖市加强市公共资源交易

全生命周期监管平台建设，提升监管质量和效率。（来

源：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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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gzyjy.linyi.gov.cn/linyi/xwzx/008001/20221124/7e8d26ac-8a61-4168-9b42-76e5ab2d2af8.html
https://app.ahnews.com.cn/displayTemplate/news/newsDetail/171/721849.html?isShare=true
https://m.caigou2003.com/article/yllzc?articleId=661137216134709248


【温江区】成都市温江区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智慧见证助力实现评标全程数字监

管   

        关键词：智慧评标、智慧见证、数字监管

        温江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在推进稳定公平可及营

商环境建设中，继在全省率先建立“工位式”智慧评标大厅

新模式基础上，深入探索“智慧蓉城”在招投标领域场景应

【义乌】深化“评定分离”改革试点 全面

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

         关键词：评定分离、制度重塑、创新招投标体制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严格执行招

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

见》，针对当前招标投标市场突出问题提出了多项措施。义

乌市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持续深化招投标“评定分

离”改革，不断推进招投标制度创新，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

从严规范招投标履约行为，全力构建权责统一、规范有序、

透明高效的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来源：浙江发改）

 

用，处小处早全面遏制场内串通评标风险，推动温江区

公共资源交易由“人盯人”迈入智慧见证新时代。“智

慧评标+智慧见证”双管齐下，评标全程实现数字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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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温江公共资源交易）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启东】必须招标限额以下项目平台交

易全覆盖

         关键词：招标限额以下、交易范围

         2022年，启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前期已将30万

元以上、必须招标限额以下工程建设项目纳入平台交易范

围的基础上，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直击30万元以下项

目游离于平台交易和监管范围以外的痛点，构建工程建设

项目400万元至30万元招标、30万元至5万元预选招标、

5万元以下直接发包备案的交易立体格局，多方位多举措

推动必须招标限额以下项目实现应进必进、质效双优，推

进必须招标限额以下公共资源交易便利化、智能化、规范

化。（来源：启东e启办）

（点击阅读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TEzODg0NQ==&mid=2247558015&idx=4&sn=87923d7a6081d7bad2654e1a60e5729c&chksm=fe75230dc902aa1b6e7113bd3ae67c624eaa57c76385820e669d48dffc140dbf0047cd52ee24&scene=27
https://mp.weixin.qq.com/s/IUAojSWfAlo5T9rIsv3ltQ
https://mp.weixin.qq.com/s/qpjcv3hhQ_Ga1XcXBw3U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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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 | 中国工

业元宇宙高峰论坛在武汉举办   

        2022年11月21日，以“洞见元宇宙 工业新场景”为

主题的“2022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中国工业元

宇宙高峰论坛”在武汉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论坛聚焦工业元宇宙的硬核

新科技、产业新集群、未来新场景、安全新保障，充分展

现了数字化转型下工业元宇宙的美好图景。（来源：中国

日报网）

多省区聚“链”成网，迎接公共资源交

易深化整合共享新格局   

        12月15日，来自18个省区、87家公共资源交易机构

的负责人以元宇宙会议的形式，相聚云端，参加以“守

正创新·共赢未来”为主题的多省区公共资源交易跨区域

合作线上交流会（第三次），聚焦创新技术应用，共同

探索行业深化整合共享新思路，开拓地区公共资源交易

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信通院2022“3SCON软件供应链安

全大会”召开   

        2022年12月13日，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的

2022“3SCON软件供应链安全大会”召开。会上发布了

《软件供应链厂商和产品名录》等多项成果，邀请多位

知名企业代表和技术专家围绕软件供应链安全的治理趋

势、技术探索等发表了主题演讲，为了推进标准落地并

规范行业发展，中国信通院积极开展软件供应链安全领

域的相关评估工作，并在会上发布了2022年最新评估结

果。（来源：中国信通院）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

       “建造创新博览会2022”在香港开幕。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司长曾宪新代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副部长张小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卢新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香港建造业议

会主席何安诚等共同主礼开幕典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与香港建造业议会签署“关于共

同推进建筑科技创新应用的合作备忘录”。（来源：住

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中心）  

（点击阅读原文）

“建造创新博览会2022”在香港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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