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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资产与设备处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采购工作

1、滁州学院委托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19 年中央财政科研设备类一批 ”（ZB201909152）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开标。经与会评委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人为：

第 1包智能养老科研平台设备，安徽荔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价

为 399,000.00 元；第 2包数据综合处理显示中心建设设，安徽铭珩泰

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541,200.00 元；第 3包全信息无人机航摄设

备，安徽博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价为 1,985,570.00 元。

2、2019 年 10 月 29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图书

馆钢制书（刊）架”项目（2019CG-052）进行询价采购，最终确定中

标人为滁州市明星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50822.00 元。

3、2019 年 11 月 4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承办

第六届全省博士后管理工作培训及比赛会议服务”项目（2019CG-053）

进行比选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滁州茂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茂业华

美达广场酒店分公司，中标价为 228 元/天/间。

4、2019 年 11 月 5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百士德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化工低温烘干设备及信息网络”项目

（2019CG-048）进行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最终确定一标包中标人为

合肥启质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78000.00 元。

5、2019 年 11 月 5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百士德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土木学院 BIM 实验室家具”项目（2019CG-047）

进行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滁州市弘安办公家具有

限公司，中标价为 137000.00 元。

6、滁州学院委托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19 年中央财政科研设备类一批 ”（ZB201909152）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5日开标。经与会评委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人为：

第 4包生物与医药专业科研设备，安徽省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中

标价为 1,177,500.00 元。

7、2019 年 11 月 8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滁州市诚信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对“2019 年毕业生就业数据调查服务”项目（2019CG-044）

进行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麦可思数据（北京）有

限公司，中标价为 150000.00 元。

8、滁州学院委托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19 年土木专业实验室及信息化建设第三包”（2019HWCZ2185）进行

公开招标，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开标，由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全程管理监督。经与会评委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人为：第 3 包实验

设备，中标人为：合肥诚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 948,800.00 元。

9、2019 年 11 月 11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电子



采购平台服务（一期）”项目（2019CG-050）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

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安徽荔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180000.00

元。

10、2019 年 11 月 12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滁州市诚信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对“2019-2020 年课程平台运营与推广服务”项目

（2019CG-045）进行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厦门亿

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96900.00 元。

11、2019 年 11 月 12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 2019

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绩效审计及资产清查审计服务”项目

（2019CG-054）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安徽九州会

计师事务所，中标价为 66000.00 元。

12、2019 年 11 月 19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 2020

年网络中心机房维保服务”项目（2019CG-049）进行询价采购采购，

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合肥华朗电子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82600.00 元。

13、2019 年 11 月 20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 2019

年零星工程审计服务（第二批）”项目（2019CG-061）进行询价采购，

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标价为按《项目结

（决）算审计服务费用标准》的 43%计算费用。

14、2019 年 11 月 21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百士德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对“滁州学院化工低温烘干设备及信息网络设备”项目二标

包二次（2019CG-048）进行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

合肥智圣新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117000.00 元。



15、2019 年 11 月 29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百士德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19 年机电学院实验耗材”项目（2019CG-059）

进行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安徽广测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价为 185600.00 元。

16、2019 年 12 月 4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电梯

维保服务”项目（2019CG-064）进行二次询价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

为滁州市富通楼宇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70800.00 元。

17、2019 年 12 月 10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网

络出口专线及南北互联裸纤租用服务”项目（2019CG-062）进行单一

来源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中

标价为 96000.00 元。

18、2019 年 12 月 10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办

公网络出口租用服务”项目（2019CG-063）进行单一来源采购，最终

确定中标人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滁州市分公司，中标价为

24000.00 元。

19、2019 年 12 月 10 日，资产与设备处组织评委对“滁州学院

2019-2020 年软件正版化服务”项目（2019CG-051）进行单一来源采购，

最终确定中标人为赛尔网络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159000.00 元。

20、2019 年 12 月 13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19 年校园卡”项目（2019CG-060）进行公开招

标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安徽六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193880.00 元。



21、2019 年 12 月 16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滁州市诚信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对“滁州学院教务处自修室桌椅”项目（2019CG-056）

进行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滁州市新国景家具制造

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68800.00 元。

22、滁州学院委托滁州市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2019 年

中央财政教辅场所电梯采购”（czgc201911-124）进行公开招标，项

目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开标，由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程管理监

督。经与会评委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安徽日峰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中标价为 1258165.87 元。

23、滁州学院委托安徽恒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滁州学院绿色

加工生产线集成设备采购”（2019CG-055）进行公开招标，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开标，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合肥启质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中标价为 193000.00 元。

24、滁州学院委托滁州市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滁州学

院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机构”（2019CG-058）进行竞争性磋商，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开标，经与会评委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人为：中标

人一为芜湖思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1）国内发明专利新申请代理

费（整体授权率不低于 40%）：每件 1750 元人民币；2）国内实用新

型专利新申请代理费（整体授权率不低于 90%）：每件 800 元人民币；

3）国内外观专利新申请代理费（整体授权率不低于 90%）：每件 100

元人民币；中标人二为合肥市长远专利代理事务所，中标价为 1）国内

发明专利新申请代理费（整体授权率不低于 40%）：每件 1580 元人民



币；2）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新申请代理费（整体授权率不低于 90%）：

每件 680 元人民币；3）国内外观专利新申请代理费（整体授权率不低

于 90%）：每件 500 元人民币。

25、滁州学院委托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滁州学

院 2020 年多媒体教学设备”（2019HWCZ4451）进行公开招标，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开标，由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程管理监督。

经与会评委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人为：江苏省信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中标价为：599,980.00 元。

26、滁州学院委托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滁州学

院 2020 年多媒体教学设备”（ZB201912102）进行公开招标，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开标，由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程管理监督。

经与会评委评审，最终确定中标人为：第 1 包食品智能检测团队科研

设备为南京悦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244000.00 元；第 2 包

为地信专业科研设备，中标价为 247600.00 元。

二、资产管理工作

1、按照学校发展规划处的要求，配合其完成 2019 年度高等教育

基础数据统计报表的填报工作。

2、启动 2019 年度学校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工作。各单位现已按要

求将待处置资产材料上报资产与设备处，经逐条汇总审核后报校长办

公会议批准。

3、根据财政部要求,逐月完成 2019 年上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月报工作。



4、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总值 123117.65 万元、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9668.05 万元。

三、设备管理工作

1、发布关于开展 2019 年度资产清查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使

用绩效检查的通知，准备 2019 年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使用情况检查工

作。检查范围涵盖各单位房屋（后勤处负责）、仪器设备、家具、低

值品等各类在账资产。检查内容包括仪器设备基本信息、使用状态、

日常管理、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等。目的进一步明确各类资产的管理使

用职责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加强资源整合和共

享，提高使用效率。各二级单位成立自查小组，负责对自查范围涉及

的所有仪器设备逐台检查。本次清查检查结果将作为资产管理考核、

年度资产配置及经费安排的重要依据。

2、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我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新增约 1900 万，

总值 2.96 亿元。目前学校拥有大型仪器设备 10万元以上 415 台（套），

50万元以上 46 台（套），为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保障。精

细化管理教学仪器设备，定时巡检、保养、维护、维修，仪器设备完

好率达 97%以上。建有校院两级共 6个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多途径

向学生开放，全方位支撑学生利用开放共享平台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

创业。

3、配合审计组对二级学院 2016-2018 年购置的单台（套）10万元

及以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及使用情况开展绩效审计。学校 2016 年

至 2018 年新购仪器设备 4889 台套，金额为 6109.41 万元，其中：10



万以上仪器设备 64台套，金额为 1883.33 万元。审计认为在教学科研

仪器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学院能够按照《安徽省属高等院校国

有资产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各项资产管理内部控制

制度，内控体系建立较为健全。本次审计未发现严重违反单位资产管

理制度的重大事项。学校根据事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重点支持新建专

业、共享平台的建设，制定仪器设备申购计划。对列入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与管理，由学校统筹规划，有效避免重复购

置，造成资源浪费。在购置大型及进口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时，学校按

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实行民主决策从而确保购置项目的科学性。

学校为了进一步促进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

举措，如构建校院两级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加强开放实验平台

建设，鼓励学生将创新创业与设备使用有机结合，对使用机时实施计

划管理，建立激励机制，加强绩效考核等，这些办法的推行，总体上

提高了仪器设备利用率和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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