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作 简 报
2020 年第 4 期（总第 80 期）

滁州学院资产与设备处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采购工作

1、2020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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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医药用品供应商”项目（2020CG-033）进行采购。最

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安徽海王天成医药有限公司，成交价为 97910.00 元。

2、2020 年 10 月 14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对“滁州学院会峰校区实验实训 1 号楼项目”（czgc202009-240）进

行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中豪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55186078.21

元。

3、2020 年 10 月 19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百士德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对“2020 年滁州学院体验式生涯嘉年华活动服务”项目（2020CG-036）

进行采购。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北森生涯（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成交价为 80500.00 元。

4、2020 年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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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信息化建设 OA 办公系统升级”项目（2020CG-030）

进行采购。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成交

价为 395000.00 元。



5、2020 年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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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机电耗材”项目（2020CG-034）进行采购。最终确定

成交供应商为合肥聚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交价为 218900.00 元。

6、2020 年 10 月 23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对“ 滁州 学院 会峰 校区 实验 实训 1 号楼 项目 监理 项目 ”

（czgc202010-001）进行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安徽宇华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358709.51 元。

7、2020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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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中文纸质期刊采购项目”项目（2020CG-035）进行采

购。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成交价为 250000.00

元。

8、2020 年 10 月 28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21-2023 年安保服务项目”（2020BFAFZ03203）进

行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为神之盾保安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价为 5826046.5

元。

9、2020 年 10 月 29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20 年下教学设备”（2020BFAHZ03207）第 1包工业

机器人应用及开发综合平台、第 2 包机器人雕刻工作站、第 3 包非线性编

辑实验室建设设备、第 4 包化学工程与工艺一流专业建设设备采购、第 5

包产品设计一流专业建设设备进行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依次为芜湖安普

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广测科技有限公司、合肥翔讯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悦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中标价依次为 800000.00 元、226800.00 元 、588800.00 元 、498600.00

元、358500.00 元。

10、2020 年 10 月 30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20 年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建设及低温绿色智能制造

技术与关键设备项目”（ZB202010024）第 1 包生物与食品专业设备 I、第

2 包生物与食品专业设备 II、第 3 包酱卤肉制品低温绿色智能制造技术与

关键设备进行采购。最终确定中标人分别为安徽省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简谱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依次为

868600.00 元、926800.00 元、458000.00 元。

11、2020 年 10 月 30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20 年地理学一流学科项目”（ZB202010024）第 1

包安全控制软件、第 2 包图形工作站、第 3 包测绘无人机、第 4 包智云协

作平台基础软件、第 5 包金寨县 2cm 三维倾斜摄影数据进行采购。最终确

定中标人分别为南京吉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荔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博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兆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北省地质勘

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依次为 495000.00 元、793550.00 元、

1246000.00 元、1188000.00 元、1231200.00 元。

12、2020 年 10 月 30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20 年地理学及电子信息硕士点建设项目”

（ZB202010025）第 1 包三维倾斜摄影数据、实景模型数据；第 2包无人机

倾斜摄影系统 1、第 3包无人机倾斜摄影系统 2、第 4包人工智能设备、第

5包互联网及应急技术设备、第 6 包健康促进设备进行采购。最终确定中标



人依次为江苏省金威遥感数据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飞马航遥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云海智创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悦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肥博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价依次为

985000.00 元、518600.00 元、479000.00 元、331500.00 元、658000.00 元、

442800.00 元。

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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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滁州学院红外（热成像）自动测温系统”项目

（2020CG-037）进行采购。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滁州三维电子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成交价为 74640.00 元。

14、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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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校园监控维保服务”项目（2020CG-037）进行采购。

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安徽万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交价为42000.00元。

15、2020 年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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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省纪检监察内网办公设备”项目（2020CG-042）进

行采购。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合肥阿爸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交价为

55330.00 元。

16、2020 年 11 月 19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对“滁州学院 2020 年校园卡”项目（2020CG-041）进行采购。最终

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安徽六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交价为 192680.00 元。

17、2020 年 12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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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辅导员培训服务”项目（2020CG-040）进行采购。

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安徽师范大学，成交价为 68000.00 元。



18、2020 年 12 月 7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对“2020 年滁州学院饮用水设备投放服务”项目（2020CG-039）进行采购。

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南京诚善科技有限公司，成交价为直饮开水（净化

开水）0.09 元/升，直饮常温水（净化常温）0.01 元/升，普通开水 0.07

元/升。

19、2020 年 12 月 7日，资产与设备处对“滁州学院 2021-2023 年招标

采购代理服务项目”项目（2020CG-043）进行采购。确定入库供应商为安

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政采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安徽

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新创达咨

询有限公司、滁州市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安徽百士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交价为 80%。

20、2020 年 12 月 10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对“滁州学院公寓智能电控系统维护服务”项目（2020CG-044）进行采

购。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交价为

238800 元/三年。

21、2020 年 12 月 17 日，资产与设备处委托安徽百士德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对“滁州学院智慧文旅大数据中台、可视化分析平台”项目

（2020CG-045）进行采购。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为四川智胜慧旅科技有限

公司，成交价为 6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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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高等教育基础

数据统计报表的填报工作。



2、根据财政部要求,逐月完成 2020 年上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月报

工作。

3、完成公务车改革四辆车的处置工作, 处置资产共计原值112.7万元，

处置收益 14.58 万元已上缴学校财务。

4、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总值 122641.64 万元、无形资

产总值 4270.34 万元。

三、设备管理工作

1、落实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及进口设备采购的管理规定，在指定时间

内完成我校采购的进口设备在省教育厅、财政厅等相关部门的备案工作。

2、组织各部门填报 2021 年度办公设备、家具购置预算，结合各部门

现有设备、家具和工作人员情况对各部门办公设备及家具配置需求进行严

格的审核，对超额配置预算进行核减，按需按标配置，为高效办公提供支

持。

3、编制 2019 年度滁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清单及设备分析报告，

精确反映了各台仪器设备的基本信息及各二级学院的设备配置情况。截止

2019 年度理工学科仪器设备占有率为 83.7%，仪器设备总值排前 3 的学院

为机电、地信和信息学院，生均设备值排前 3 的学院是食品、地信和化工

学院，其中食品学院生均设备值最高，达 3.97 万元/生，大型仪器设备主

要集中在机械、食品、地信及化工等工科学院。

4、截至 2020 年底我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新增 1312 万，总值 3.13 亿。

目前学校拥有大型仪器设备（含数据库、软件等）10万元以上 397 台（套），

20万元以上 185 台（套），30万元以上 118 台（套）。大体量的仪器设备



为实践教学、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教师科研以及学校的高速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在学校“三个课堂”联动，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上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5、强化对暂存校外设备的监管，开拓思路做好仪器设备的保全增效工

作。对各二级单位因开展“产、学、研”提出需将学校仪器设备暂存到校

外合作单位的申请施行最严格的评估和审查，从源头上降低国有资产流失

的风险。2020 年 11 月，结合审计、巡视整改的进一步要求，协同设备管理

使用单位，经多轮现场勘查、研判，一致认为将暂存校外的设备的条件已

基本成熟。省教育厅、审计厅、财政厅等上级主管部门一致认为校外设备

搬迁回校属学校自有管理权限范围内，原则上同意搬迁方案，由学校按内

部决策流程办理。目前该工作正按学校内部决策程序有序往前推进，有望

在 2021 年元月完成设备搬迁工作。

6、为加强我校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大型仪

器设备对教学、科研以及创新创业的服务和支撑作用，启动 2020 年全年度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记录簿登记记录核查及使用机时统计工作。

7、协助部分学院做好大型仪器设备的维修工作。

四、其他工作

1、持续做好学校安排的巡视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对巡视中发现的问

题高度重视，认真履行职责，扎实推进巡视整改工作，按周报送《整改台

账周报表》。截止 2020 年 12 月，涉及资产与设备处的所有问题已全部整

改完成，并建立长效机制。

2、配合纪委办开展的巡视整改专项督查工作。



3、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络，持续跟进申请土地置换事宜，并配合做好已

批准土地置换事宜的后续工作。

4、认真贯彻落实校党委关于疫情防控要求，积极配合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有力有序开展。

5、接受省教育厅对我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6、配合省教育厅监审处对我校招标采购的调研指导工作。

7、对照 2020 年度全面深化综合改革任务清单，梳理并上报改革任务

完成情况。

8、根据信息中心网络安全诊断结果对处内相关系统进行维护整改，做

好部门网络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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