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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政策、部委动态

1.1 【13部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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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原文

《意见》提出，要切实保障招标人依法享有的自主权，任何单位不得设定没有法律、行

政法规依据的前置审批或审核环节。除特殊情形外，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应当实行全流程电子

化交易。此外，还要规范招标文件编制和发布，规范招标人代表条件和行为，加强评标报告

审查，畅通异议渠道，落实合同履约管理责任，加强招标档案管理，强化内部控制管理。

对于投标人，将严格规范其投标和履约行为；对于评标专家，从严肃评标纪律、强化动

态管理、规范优化评标组织方式、提高评标质量等方面加强管理，引导专家在专业技术范围

内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对于招标代理机构，将招标代理行为作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的重点内容，纳入跨部门联合抽查范围。同时，开展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和从业人员专业

技术能力评价，推动提升招标代理服务能力。

1.2 【国家标准】《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用评价实施指南》正式实施

新标准于 8月 1日正式实施，8月 27 日商业信用中心召开发布及试点工作会议。该标

准主要规定了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用评价内容与指标项、评价方法与等级、评价流程、报告

撰写、评价信息管理以及结果披露等内容。标准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用评

价的内容和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评价流程、评价报告撰写规定、评价信息管理

和评价结果披露等指导性要求，为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用评价提供了统一标准和操作指南，

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基础性文件。

1.3 【财政部】推进两法合一，实现政府采购一个领域一套规则

财政部在近日发布的《财政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1464 号建议的答复》（财

库函〔2022〕8 号）中指出，目前我国公共采购领域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并立，两法适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31/content_57076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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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交叉重叠，具体规则不尽一致，管理体制各成一套，让广大市场主体无所适从。下一

步，财政部将围绕两法协调统一，加快推进政府采购法修订工作，增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

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努力实现政府采购一个领域一套规则。

1.4 【财政部】加快完善小额零星采购的电子化交易系统

财政部在近日发布的《财政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6015 号建议的答复》（财

库函〔2022〕9 号）中明确，将积极推动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加强与有关监管部门信用数

据共享，依法限制违法失信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指导各地区和相关机构加快完善小额

零星采购的电子化交易系统，不断优化完善系统控制、价格监测、行为预警等监管功能，促

进实现“优质优价”采购，保障小额零星采购顺畅、高效。

1.5 【三部委】《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

见》 政策原文

一是建立健全水权交易系统。今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用水权交易市场。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当前

关键是依托统一的水权交易系统和统一的交易规则，规范各级用水权交易行为。为此《意见》

提出，建立健全统一的全国水权交易系统，统一交易规则、技术标准、数据规范，统一部署、

分级应用，进一步规范水权交易行为。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务院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工作部署，逐步将用水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互认，支撑

用水权交易安全、高效、规范开展。

二是推进用水权相对集中交易。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转发的《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应进必进，推动各类公共资源交易进平台；做到“平

台之外无交易”。《意见》提出，用水权交易应在国家和地方水权交易平台进行；灌溉用水等

小额交易可通过水权交易 APP 便捷开展。《意见》明确，跨水资源一级区、跨省区的区域水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9/01/content_5707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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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易，以及流域管理机构审批的取水权交易原则上在国家水权交易平台进行。

二、地方政策

2.1 【甘肃省】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 政策原文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围绕强化项目前期服务，规范审批服务事项办理，统一工程建设项

目全流程审批、服务、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改革措施，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

2.2 【海南省】关于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的通知 政策原文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南省水务

厅、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的通知》。

《通知》提出，自 9月 20 日起，海南将施行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按照要求，试点领域

相关招标项目需于项目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发出之日前至少 30 日公布招标计划。招

标计划包括项目名称、招标人、项目概况、招标内容、估算投资、预计招标时间等内容，仅

作为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招标人初步招标计划安排的参考。

2.3 【河南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质量推进信用河南建设促进形成新

发展格局实施方案》的通知 政策原文

8月 30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高质量推进信用河南建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实施

方案》。《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两个确保”，服务“十大战略”，提出开展重点领域信用提升行动，

实施信用基础支撑强化工程，全面推进信用理念、信用制度、信用手段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http://www.gansu.gov.cn/gsszf/c100055/202208/2099776.shtml
http://plan.hainan.gov.cn/sfgw/0400/202208/04459de4c517487bbfdfcab1131a98be.shtml
https://www.henan.gov.cn/2022/08-30/2596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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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节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用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为实现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有力信用保障。

2.4 【蚌埠市】关于印发《蚌埠市招标采购项目履约保证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政

策原文

蚌埠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在近日发布的《蚌埠市招标采购项目履约保证金管理规

定》中明确了蚌埠市招标采购项目履约保证金的缴存、退付方式，并列明责任追究情形。招

标采购人应当结合招标采购项目情况，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中标（成交）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方式、标准（数额）及其相关要求，不得限定只能以现金方式提交。中标项目验收完毕并经

验收合格的，招标人应在验收后 30 日内负责办理退付审核。

三、省市动态

3.1 【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线市场主体评价系统

近日，山西省发布《关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市场主体评价系统上线的通知》，以优化提

升平台服务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社会评价的监督引导作用。《通知》明确责任部门和管理

人员，按时上线应用市场主体评价系统。各级平台应在门户网站上同步公开发布此通知。同

时，要积极引导鼓励进场交易主体参与评价，对存在“不满意”评价的项目要及时查明原因，

认真进行整改，第一时间向评价主体进行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切实增

强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2 【湖南省】以数字赋能智能化管控 提升交易服务效能

今年以来，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聚焦大数据赋能，紧紧围绕以优化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营商环境为核心，在“互联网+服务”思维引领下进行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应用创新，

利用大数据、视频感知、语音识别、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技术，持续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智慧

http://ggzyj.bengbu.gov.cn/xwdt/tzgg/9176478.html
http://ggzyj.bengbu.gov.cn/xwdt/tzgg/9176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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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水平，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量、水平和效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便利高效的服

务。

3.3 【山西省】交易中心启用“项目评审主持人库”

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积极探索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思路，建立了全国首

个“项目评审主持人库”，将“围猎”者坚决拒之廉洁线外，填补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反腐

倡廉实践空白。8月 9日，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项目评审主持人库”正式启用，在采

购项目解密前 30 分钟，通过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了当天 5个项目的评审主持人，承担项目评

审组织工作，实现廉政防控重点岗位“动态”上岗。

3.4 【吉林省】关于做好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交易系统试运行工作的通

知

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交易

系统经过省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具备上线试运行条件。从 2022 年 9 月 1日起，

试运行时间暂定为 45 天。在试运行平台及场所新增的工程（房建市政工程、水利工程、交

通工程、公路养护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黑土地建设工程）招投标项目，根据试运行

平台及场所交易业务范围，相应匹配国有产权交易、土地出让和矿业权出让等交易项目。

3.5 【杭州市】数字见证地方标准立项

为深入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数字化改革，强化交易风险管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结

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2022 年政府工作安排责任分解》及“推广数字见证系统示范应用”联动攻坚项目相关要求，

杭州市审管办、拱墅区审管办联合杭州市标准化学会共同起草《公共资源交易数字见证管理

服务规范》市级地方标准。近日，经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评审会审议，该标准成功立

项。通过编制地方标准，推动数字见证服务规范化，对强化交易监管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央政策、部委动态
	1.1 【13部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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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国家标准】《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用评价实施指南》正式实施
	1.4 【财政部】加快完善小额零星采购的电子化交易系统
	1.5 【三部委】《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 

	二、地方政策
	2.1 【甘肃省】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若干
	2.2 【海南省】关于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的通知 
	2.3 【河南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质量推进信用河南建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实施方案》的通知 
	2.4 【蚌埠市】关于印发《蚌埠市招标采购项目履约保证金管理规定》的通知 

	三、省市动态
	3.1 【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线市场主体评价系统
	3.2 【湖南省】以数字赋能智能化管控 提升交易服务效能
	3.3 【山西省】交易中心启用“项目评审主持人库”
	3.4 【吉林省】关于做好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交易系统试运行工作的通知
	3.5 【杭州市】数字见证地方标准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