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 明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昆财采〔2018〕15号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

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市级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各县（市）区财政局，

各开发区财政分局： 

为推进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的资源共享共用、规范我

市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的抽取使用管理，现将《云南省财政厅

关于推进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共享共用规范评审专家抽取

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采﹝2018﹞8 号）转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同时，相关事项一并通知如下： 

一、加强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的主体责任 

按照“谁抽取、谁负责”的原则，采购人应当认真履行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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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评审专家的主体责任，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内

部控制规范要求，建立健全抽取、选定和评价评审专家的内部控

制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和审核流程。采购人应加强内部管理，严

格按规定对抽取专家的人数、专业进行审核。 

二、政府采购评审组的组成 

评审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不得

少于评审组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采购人应按规定派出采购人代

表，并授权代表参加评审组，但人数不得超过评审组成员总数的

三分之一，采购人代表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评审或者担任评

审组长。采购人代表的相关授权委托资料在专家抽取时或合同备

案时一并提交。 

三、评审专家抽取区域划分 

一个县（市、区）视为一个区域单位，省级分库以及昆明市

主城五区（即：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属

于一个区域单位。考虑到省级分库丰富的专家资源优势，我市应

充分使用省级分库的专家资源，在抽取环节可选择省级分库或者

昆明市分库。 

四、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的要求 

自行选定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应严格按照省财政厅通知要

求执行，主管预算单位应对本单位及下属单位自行选定的政府采

购评审专家进行审核，相关资料在合同备案时一并提交。 

五、评审专家的抽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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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通过省财政厅提供的账号登陆

“云南省政府采购网”（网址：www.yngp.com），进行政府采购评

审专家在线抽取管理。同时，也可在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已

设置的相应电脑终端抽取。 

六、时间要求 

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应统一从云南

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从其他专家库中抽取的评审专家

将不予认可。 

七、法律责任 

市级财政将加强对评审专家抽取行为（包括异地抽取）的事

后监督检查。对于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

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和本通知规定抽取、选定和使用评审专家的采

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市财政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八条等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附件：《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共

享共用规范评审专家抽取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采

﹝201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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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昆明市财政局 

                            2018年 8月 3日 

                                  

 

 

 

 

 

 

 

 

 

 

 

 

 

抄送：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采购办、昆明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昆明市财政局                              2018年 8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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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有i吴

此件为准

云南省财政厅文件

云财采（2018) 8号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全省政府采购评审

专家资源共享共用规范评审专家抽取

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直各委、 办、 厅、 局， 省级各事业单位， 有关团体组织，

各州（市）财政局， 镇雄县、 宣威市、 腾冲市财政局：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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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财政部和省政府关于政府采

购评审专家资源整合共享的工作部署， 省财政厅已于2017年9

月完成
“

省级统建、 分级管理
”

的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

及其云平台建设， 目前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已经基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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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线上整合。 现将推进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共享共用、

规范全省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的抽取使用管理的有关事项重

申并通知如下：

一、 总体要求

（一）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共享

共用的要求， 并结合本地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的实际情况，

以及政府采购项目专家评审的实际需要， 自2018年4月1日

起， 逐步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即
“ 云南省政府

采购网 ” （网址： WV\吼 yngp. com）， 进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在

线抽取管理。

（二）除法律法规及财政部规定的情形外， 采购人或者采

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抽取单位）应当根据各级财政部门管理

要求， 按照 “ 谁抽取、 谁负责 ” 的原则， 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

管理信息系统的
“

专家抽取
” 模块（以下称专家抽取系统〉， 从

省财政斤依法统一 建设的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

取政府采购项目的评审专家。

二、 随机抽取专家的流程和要求

〈一〉需求提起和审核

1.抽取单位应当在采购需求确定后， 及时通过专家抽取系

统提起评审专家抽取需求。

(1）依法自行组织的政府采购项目， 可以由具备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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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定的自行组织能力的采购人登录专家抽取系统按要

求提交抽取需求， 进入随机抽取环节。

(2）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政府采购项目， 可以由采购

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 登录专家抽取系统按要求提交抽取需求。

由采购代理机构提交的， 需要经采购人在线审核确认后， 进入

随机抽取环节。

(3）其他政府采购项目，需要在云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库中 抽取评审专家的， 应当 经所在地财政部门在线核对。

2.评审专家库中相关专家数量不能保证随机抽取需要的，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按照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评审

专家选聘工作的相关 要求， 提前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 经财政

部门审核选聘入 库后， 再通过专家抽取系统提起评审专家抽取

需求。

（二）抽取规则

抽取单位应当按照采购需求， 合理提出评标委员会、 询价

小组、 谈判小组、 磋商小组（以下统称评审组）组成条件， 设

置屏蔽规则。

1. 评审地点和区域

抽取单位应当录入详细的评审地点， 包括州（市〉、县（市、

区）、街道及门牌号等，但不得录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抽取评审地点所在区域以外的评审专家的， 属于异地评审，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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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单位应当在专家抽取系统中选择
“ 同意支付异地评审费用 ”。

一 般一个县（市、 区）视为一个区域单位， 省级分库以及昆明

市主城五区（即： 五华区、 盘龙区、 西山区、 官渡区、 呈贡区）

属于 一个区域单位。 异地评审的， 评审专家应当自行前往评审

现场， 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报销异地评审差旅费， 但不

得提供交通工具、 途中食宿等。

2.专业和人数

( 1）抽取单位应当根据采购需求， 抽取对应专业的评审专

家。 采购代理机构抽取专家的， 应当充分征求采购人意见。 除

经济、 法律类采购项目外， 抽取经济、 法律类专家人数不得多

于技术类专家人数。 同 一采购计划下不同标段（包〉的品目差

异较大的， 抽取单位应当按标段（包〉抽取相应专业的专家分

别组成评审组， 不得抽取专家跨专业评审。

(2）评审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 其中： 评审专

家不得少于评审组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采购人应当授权代表

参加评审组， 但人数不得超过评审组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 ， 采

购人代表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评审或者担任评审组长。

(3）招标项目， 评审组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及以上单数，

其中， 1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评审组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及

以上单数。

(4）非招标项目，评审组成员人数应当为3 人及以上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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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签字确认

抽取单位经办人通过专家抽取系统打印《云南省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抽取结果暨评审组成员签到表》（附件1），采购人或者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采购人代表授权函， 并

由代理机构经办人、 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在评审地点现场签

字确认， 并随其他文件一 并存档。

（八）信息公开

在评审结果公告前， 评审专家名单应予保密。 评审结果确

定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评审组成员名单随中标、

成交结果一 并公告， 并对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予以标注， 但不

得泄露评审专家的身份证号、 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

（九）履耳只评价

省财政厅将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信息系统中统 一 建设政

府采购信用评价子系统， 采购入、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信用评

价子系统中对评审专家的职责履行情况予以记录， 并及时将有

关违法违规行为书面向财政部门报告。

三、 自行选定专家的情形和要求

（一 〉技术复杂、 专业性强的采购项目， 通过随机方式难

以确定合适评审专家的， 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 采购人可以自

行选定相应专业领域的评审专家， 并在合同备案时将《云南省

政府采购项目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申请表》 （附件2） 及《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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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对评审专家抽取行为（包

括异地抽取）的事后监督检查。 对于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 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和本通知规定抽取、

选定和使用评审专家的采购入、 采购代理机构， 财政部门应当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等规定， 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三）省财政厅已经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设置了政府采

购评审专家抽取终端。 各级财政部门也应当按照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化平台整合的要求， 商请本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和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及时在本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设置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抽取终端。

（四）采购人应当认真履行抽取和使用评审专家的主体责

任， 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内部控制规范要求， 建立

健全抽取、 选定和评价评审专家的内部控制制度， 明确职责分

工和审核流程， 加强内部管理，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本通知规

定的抽取、 选定和使用评审专家的流程、 规则和要求。

（五）采购人、 代理机构抽取的评审专家应当用于政府采

购项目评审， 不能用于项目咨询、 采购需求论证、 单 一 来源采

购论证、 采购进口产品论证、 供应商履约验收等。 抽取单位违

反本条规定抽取专家的， 省财政厅将冻结其抽取功能。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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