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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任 

（1） 主持中心全面工作，负责并协调中心的行政管理业务、政治思

想、廉政建设和综合治理工作； 

（2） 根据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优化与学校采购活动相关的管理办

法、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 

（3） 负责学校统一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 

（4） 负责中心人员业务培训与管理工作； 

（5） 负责完成招标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分管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 综合管理岗 

（1） 负责中心日常行政事务工作，负责校外来访人员的接待及各种

会务工作,组织中心人员参加有关集体活动； 

（2） 负责中心工作计划、总结和公文的撰写，协调中心对内、对外

的各项工作； 

（3） 负责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及遴选工作； 

（4） 负责学校采购数据的统计工作； 

（5） 根据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优化学校服务类采购业务流程和工

作规范； 

（6） 负责受理服务类项目的采购委托，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采

购方式； 

（7） 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完成委托服务

类项目的采购工作及数据统计工作； 

（8） 负责委托服务类项目采购信息公示工作； 

（9） 负责委托服务类项目采购资料的整理和移交工作； 

（10）负责建立和管理学校服务类供应商预选库； 

（11）负责完成中心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3. 工程类招标采购管理岗 

（1） 根据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优化学校工程类采购业务流程和工

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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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受理工程类项目的采购委托，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采

购方式； 

（3） 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完成委托工程

类项目的采购工作及数据统计工作； 

（4） 负责委托工程类项目采购信息公示工作； 

（5） 负责委托工程类项目采购资料的整理和移交工作； 

（6） 负责建立和管理学校工程类供应商预选库； 

（7） 负责完成中心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4. 货物类招标采购管理岗 

（1） 根据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优化学校货物类采购业务流程和工

作规范； 

（2） 负责受理货物类项目的采购委托，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采

购方式； 

（3） 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完成委托货物

类项目的采购工作及数据统计工作； 

（4） 负责委托货物类项目采购信息公示工作； 

（5） 负责委托货物类项目采购资料的整理和移交工作； 

（6） 负责建立和管理学校货物类供应商预选库； 

（7） 负责开评标室、洽谈室、专家候标室的日常管理； 

（8） 负责完成中心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5. 合同与信息化建设管理岗 

（1） 负责“北京理工大学合同专用章”的管理与盖章工作； 

（2） 负责采购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 

（3） 负责建立和管理采购评审专家库和供应商数据库； 

（4） 负责中心门户网站及新媒体的管理工作； 

（5） 负责中心电子屏、电子班牌的信息发布工作； 

（6） 协助中心各岗位人员处理日常工作； 

（7） 负责完成中心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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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心权力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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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权力运行流程图 

接受项目委托

主任分配项目经办人

经办人启动项目采购程序

经办人审核项目委托资料

经办人根据项目特点拟定采购
方式

综合室主任审核采购方式

中心主任审定采购方式

是否委托招标代理机构

自行组织采购
组织归口管理单位代表抽取

招标代理机构

确认采购文件

确认采购人代表

确认评标（评审）结果

采购资料移交归口管理单位

合同公示
（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心网

站）

提交《北京理工大学开标前情
况备案表》

提交《北京理工大学评标、中
标情况备案表》

确认澄清或变更文件（如有）

确认质疑或询问的回复文件
（如有）

组织归口管理单位确认采购文
件（资格预审文件）

确认评标（评审）结果

采购资料移交归口管理单位

合同公示
（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心网

站）

提交《北京理工大学开标前情
况备案表》

提交《北京理工大学评标、中
标情况备案表》

回复质疑或询问（如有）

组织专家审核技术需求并编制
采购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接受供应商报名、发售采购文
件

澄清或变更采购文件（如有）

组建评标（评审）委员会

组织开、评标（评审）

发布结果公告，发出中标（成
交）通知书

发布采购公告（邀请）

组建谈判、磋商评审委员会

推荐供应商

提交《北京理工大学开标前情
况备案表》

接受供应商报名、发售采购文
件

澄清或变更采购文件（如有）

流标或废标

发布资格预审公告

确认评审结果

接受供应商报名、发售资格预
审文件

澄清或变更资格预审文件（如
有）

组建评标（评审）委员会

组织评审

接收资格预审文件

否

否

是否

否

是

是

是

变更采购方式或修改采
购文件重新组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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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集采购评审专家权力运行流程图 

公开发布征集通知
（校园网、中心网站）

经办人审核申请人或
被推荐人报名资料

录入采购评审专家库

报招标采购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采购评审专家库成员

组建评审小组对申请人或
被推荐人进行资格审查

接受申请人或被推荐人报名

聘任为我校采购评审专家并
发放聘书

评审小组根据申请人或被推
荐人专业方向和工作经历

提出入库分类建议

通过

通过

公示评审结果

通过

不通过

不通过

退回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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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标代理机构遴选、入库权力运行流程图 

编制遴选文件

组建评审小组对招标代理机
构进行资格审查

录入招标代理机构库

评审小组根据打分情况对招
标代理机构进行排序

接受招标代理机构报名、
发出遴选文件

确定入围招标代理机构

公告评审结果

发放入围通知书

公开发布遴选公告
（校园网、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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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遴选、入库权力运行流程图 

编制遴选文件

组建评审小组对供应商进行
资格审查

录入供应商库

接受供应商报名、发出遴选
文件

确定入围供应商

公告评审结果

发放入围通知书

公开发布遴选公告
（校园网、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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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理工大学合同专用章”管理、盖章权力运行流程图 

经办人登录
“合同专用章系统”

审核合同信息及电子版合同

合同加盖
“北京理工大学合同专用章”

合同资料备份存档

复核纸质版合同

通过

通过

退回修改不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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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采购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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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受项目委托及分配项目经办人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随意分配项目经办人。 低 

1.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按照项

目类型分配相应岗位经办人。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按照岗位责

任责任制设置内部人员权限。 

 

2.经办人审核项目委托资料及确定采购方式环节风险点及

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经办人对项目委托资料

审核不严。 
低 

1. 加强内控管理，严格审核把关，

中心内部实行经办人初审、综合

室主任复审、中心主任审定的三

级审核程序。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通过设置必

填信息确保委托资料提交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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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

学校有关规定确定采购

方式。 

高 

1. 定期组织中心人员参加上级有

关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并加

强与兄弟高校的业务交流。 

2. 加强对采购领域政策法规的研

究，定期组织中心人员学习研

讨。 

3. 加强内控管理，严格审核把关，

建立由经办人拟定、综合室主

任审核、中心主任确定的三级

审批程序。 

4. 严格落实监察处开评标备案制

度。 

5.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根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设置采购方式预警

提示。 

6. 特殊采购项目，报招标采购领

导小组决策，确定采购方式。 

 

3.经办人启动项目采购程序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优先处理关系单位或领

导打招呼的采购项目。 
低 

1. 经办人接受项目委托时，编制

招标编号，按照编号顺序处理

采购项目。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根据项目委

托时间自动排序，经办人依据

排序处理采购项目。 

3.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设置时间节

点显示功能，用户可全程追踪

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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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拆分项目。 中 

1. 加强内控管理，严格审核把关，

建立综合室主任初审、中心主任

审批程序。 

2. 与归口管理单位密切配合，及时

掌握学校采购计划，严格按照批

复执行。 

3.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设置监督机

制，加强对项目的监督。 

4. 建立学校采购平台，将采购计划

导入系统与项目执行相关联。 

 

4.组织归口管理单位代表抽取招标代理机构环节风险点及

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按有关规定抽取招标

代理机构。 
低 

1. 严格执行《北京理工大学招标

代理机构库管理办法》（北理工

发〔2017〕65号）。 

2. 抽取全程确保两人或两人以上

在场，影像资料备案待查。 

3. 归口管理单位指定招标代理机

构，中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

行审批。 

4.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建立监督机

制。 

5. 严格执行《国防科技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

行办法》、《北京理工大学招标

代理机构库管理办法》（北理工

发〔2017〕65 号）等有关涉密

2 

对特殊项目中归口管理

单位指定招标代理机构

审核不严。 

低 

3 

属于军工涉密项目的，

未选用经国防科工局或

上级有关部门认定的符

合保密条件的招标代理

机构。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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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用招标代理机构的相关

法律法规。 

 

5.组织专家审核技术需求并编制采购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确认采购、澄清或变更文件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采购文件中存在各类问

题。 
中 

1.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2. 招标代理机构聘请财政部专家

库中专家审核采购文件，对存在

问题提出修改建议。 

3. 重大项目、特殊项目、有异议项

目，招采中心聘请专家对采购文

件进行二次审核，确保采购文件

合法合规。 

4. 加强内控管理，严格审核把关，

执行经办人初审、综合室主任复

审、中心主任审定的三级审核程

序。 

5. 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督管

理，按照《北京理工大学招标代

理机构库管理办法》（北理工发

〔2017〕65号）进行项目考核。 

 

6.提交《北京理工大学开标前（评标、中标）情况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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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及时或未提交。 高 

1. 严格落实中共北京理工大学纪

律检查委员会《北京理工大学

招标采购监察工作暂行规定》

（党纪〔2016〕8 号）。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设置功能模

块，未按要求提交时，无法进

行下一步操作。 

3. 项目经办人与招标代理机构项

目负责人同时填写备案表，实

行备案双保险制。 

4. 中心主任对备案信息进行审

核。 

2 备案表信息不准确。 低 

 

7.发布采购公告（邀请）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按规定在指定媒介上

发布采购公告。 
高 

1. 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

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

库〔2015〕135 号)和《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库〔2017〕86号）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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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购公告信息有误或不

完整。 
高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设置功能模

块，自动、完整抓取需公告的信

息并发布。 

3. 加强内控管理，严格审核把关，

公告发布经综合室主任、中心主

任审批后发布，确保公告信息准

确、完整。 

 

8.接受供应商报名、发售采购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环节风

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泄露潜在投标人数量或

名单，方便供应商围标、

串标，或私下与其他投

标供应商达成协议。 

高 

1.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2. 实行背靠背报名机制。 

3.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9.组建评标（评审）委员会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及学校有关文件要求在

指定渠道抽取专家或指

定评审专家。 

高 

1. 严格落实《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

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

《北京理工大学采购评审专家

管理办法》（北理工发〔2017〕

47号）。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设置功能权

限，所有采购项目必须进行随机

抽取产生专家。 

3. 严格落实监察处备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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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组织开评标（评审）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接受不符合密封规定或

逾期送达的投标书。 
高 

1.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

〔2016〕198号）、《北京理工大

学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北

理工发〔2017〕47 号）、《北京

理工大学招标代理机构库管理

办法》（北理工发〔2017〕65

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设置功能模

块，逾期送达的标书系统无法

接收。 

3. 除委托国采中心执行项目外，

一律在我校开评标室进行采购

活动。 

4. 对录音录像内容进行定期抽

查。 

5. 由招采中心和招标代理机构同

时录音录像，确保内容完整准

确。 

6. 设置固定监标区域，项目经办

人随机抽查，并接受广大师生

监督。 

7. 开评定标过程录音录像，备案

待查。 

2 
未按要求全程录音录

像。 
高 

3 删减录音录像内容。 高 

4 引导专家打默契分。 高 

5 未宣读评标纪律。 高 

6 

对专家或投标公司出现

的违规违纪行为未加制

止。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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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确认评标（评审）结果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确认或及时确认。 低 

1.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

法规。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设置功能模

块，对结果确认时限进行提醒。 

3.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12.发布结果公告、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环节风险点及

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结果公告信息有误或不

完整。 
中 

1.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政

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

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

号)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财库〔2017〕86

号）。 

2.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3. 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及

评价机制，严格落实《北京理

工大学招标代理机构库管理办

法》（北理工发〔2017〕65号）。 

2 
未在指定媒体发布中标

公告。 
中 

3 

在中标公告未发布前，

向有关人员透露评审情

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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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变更采购方式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随意变更采购方式。 中 

1.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央预算单

位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审批管理

办法》（财库〔2015〕36号）等

法律法规。 

2. 加强内控管理，严格审核把关，

中心内部实行经办人初审、综合

室主任复审、中心主任审定的三

级审核程序。 

3. 招标代理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提出变更采购方式建议依据。 

 

14.回复质疑或询问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回复质疑或询问不及

时。 
中 

1.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

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

令第 94号）等法律法规。 

2.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3. 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及

评价机制，严格落实《北京理

工大学招标代理机构库管理办

法》（北理工发〔2017〕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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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采购资料移交归口管理单位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采购资料移交归口管理

单位不及时。 
低 

1. 严格落实《北京理工大学招标

代理机构库管理办法》（北理工

发〔2017〕65号）。 

2.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3. 填写移交资料交接表，确保移

交资料及时准确。 

2 

采购资料缺项、漏项，

资料不全，导致档案验

收不通过。 

中 

1. 严格落实《北京理工大学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档案工作管理办法》

（北理工发〔2018〕31号）、《北

京理工大学仪器设备档案管理

办法》（北理工发〔2018〕32号）

等规定。 

2. 项目经办人及招标代理机构项

目负责人加强对采购资料的保

存、检查、核实工作，防止资料

遗失、遗漏。 

3. 中心备案电子版采购资料。 

 

16.合同公示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按法律法规要求在签

订合同 2 个工作日内公

示合同。 

中 

1. 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

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

库〔2015〕135 号)和《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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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在指定媒介上公示合

同。 
中 

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库〔2017〕86号）文件要求。 

2. 电子招投标系统中对未公示合

同进行提醒。 

3.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由经办人

对合同进行审查，确保与采购及

响应（中标、成交）文件一致，

中心综合室主任、主任定期抽

查。 

3 
签订的合同条款与招标

文件不一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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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其他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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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集采购评审专家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公开发布征集通知。 中 

1. 严格落实《北京理工大学采购

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北理工发

〔2017〕47号）要求。 

2. 组建专家组对申请入围专家资

料及入围条件进行审核。 

3. 招标采购领导小组对审核后的

专家进行审定。 

4. 采购评审专家系统中设置评价

机制，对专家实行优存劣汰机

制。 

5. 定期组织入围专家培训及考

核。 

2 

经办人对报名资料不完

整、不符合入围条件的

专家审核通过。 

中 

3 专家水平不高、不专业。 低 

 

2.招标代理机构遴选、入库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未公开发布遴选公告。 中 

1. 严格落实《北京理工大学招标

代理机构库管理办法》（北理工

发〔2017〕65号）要求。 

2. 组成专家组对报名招标代理机

构进行评审并将结果在校园

网、中心网站进行公示。 

2 
招标代理机构遴选程序

不规范。 
中 

 

3.供应商遴选、入库环节风险点及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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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公开发布遴选公告。 中 

1. 出台《北京理工大学供应商预

选库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 

2. 组成专家组对报名供应商进行

评审并将结果在校园网、中心

网站进行公示。 

2 
供应商遴选程序不规

范。 
中 

 

4. “北京理工大学合同专用章”管理、盖章环节风险点及

防控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1 
合同审批不及时，影响

合同签订时效。 
中 

1.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和学校有关合同管理相

关文件。 

2.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 

3. 中心综合室主任、主任定期抽

查，确保合同审查及时准确。 

4. 优化“合同专用章系统”，合同

审查时间截点、审核人可追踪。 

5. 加强合同登记管理对合同进行

编号，以防合同遗失并便于查

询。 

6. 使用学校发布的采购合同模

板。 

2 

合同审查过程中对未经

归口管理单位负责人签

字或授权的合同审查通

过。 

中 

3 
将未执行采购程序的合

同审批通过。 
中 

4 
合同签订不规范或损害

学校利益。 
中 

4 
加盖合同专用章的合同

未进行登记备份存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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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同章管理不善，未经

授权审批，私自加盖合

同专用章。 

中 

1. 实行专人管理，合同专用章存

放保密柜。 

2. 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加强对

合同管理岗人员的监督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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