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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川建招标发〔2021〕111 号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化房屋建筑 

和市政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 

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和省纪委监委主要

领导指示精神，按照省纪委监委等 9 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重

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川纪发〔2021〕

2 号）要求，在巩固提升 2020 年系统治理工作基础上，结合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委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

效机制工作部署，现就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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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系统治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治理内容    

（（（（一一一一））））进一步清理规范招投标制度规则进一步清理规范招投标制度规则进一步清理规范招投标制度规则进一步清理规范招投标制度规则。。。。各地住房城乡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今年 2 月以来开展的四川省建筑领域营商环

境专项治理基础上（详见川建建发〔2021〕28 号文），按照“谁

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清理”原则，进一步清理现行招投

标制度规则（含标准招标文件），建立文件清理台账，根据情况

作出保留、修订、废止等处理。建立完善新出台招投标制度规则

审核把关机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落实征求本级招投标指导协

调工作部门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意见要求，有效维护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配合当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机构全面推行不见面开标

和异地远程评标常态化，实现在线提出异议和作出答复。8888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前前前前，，，，各市（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完成文件清理（含所辖县（市、

区）），并将清理情况连同标准招标文件（2021 版）运用情况、

不见面开标和异地远程评标推进情况报住房城乡建设厅。9999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

前前前前，，，，统一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住房城乡建设厅网站专栏公布

文件目录及全文（或网址链接）。 

（（（（二二二二））））进一步完善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进一步完善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进一步完善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进一步完善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开展招标代理机构规

范管理专项行动，对全省范围内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进行全

面摸排。聚焦招标代理机构泄露保密情况和资料，弄虚作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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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转包业务，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等问题，从严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禁止其招标代理活动，11111111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查处

并曝光一批违法违规招标代理机构，切实整顿招标代理机构“中

介不中”风气。根据《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记

录管理办法》，建设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记录管理系统，7777 月月月月上线

运行，加大信用评价结果运用力度。按照省政府立法计划开展《四

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办法》修订调研工作。12121212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完

成《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操作规程》修订。 

（（（（三三三三））））进一步加强评标专家管理服务进一步加强评标专家管理服务进一步加强评标专家管理服务进一步加强评标专家管理服务。。。。聚焦评标专家素质不

高、违规评标、串通勾结、徇私舞弊等问题，各级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要加强评标过程监管，加大问题发现力度，及时向发展改革

部门移交问题线索，形成震慑。配合做好《四川省评标专家和综

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修订出台。 

（（（（四四四四））））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模式，紧盯关键环节、载体，合理确定抽查对象、比例、频

次，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开。重点针对招标人规避招标、虚假招标、

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投标人弄虚作假、围标串标，中标人

转包和违法分包，工程量增加突出，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项

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与投标文件不一致、人证

不相符、未到岗履职且未履行变更手续，领导干部和主管部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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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插手干预等问题开展抽查。抽查范围为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以来，

在建的依法必须招标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抽查比例不低于

20%。10101010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完成抽查发现的问题和收到案件线索的查处,11111111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五五五五））））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规范权力运行规范权力运行规范权力运行，，，，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深化廉政风险防控。。。。开展招投

标监管环节的廉政风险梳理排查，坚决纠正“自设权力”行为，

对照《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

投标领域廉政建设的通知》要求，建立完善针对性防控措施。推

动中标候选人评定分离机制在全省落地落实，各市（州）应于

12121212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多层次开展

招投标法律法规教育培训，年底前不少于 2次。 

二、工作要求 

（（（（一一一一））））加大查加大查加大查加大查处处处处力度力度力度力度。。。。各地要以查办案件作为深化系统治理

的重要标准，加强部门间协调联动，通过项目抽查、投诉举报线

索反映问题认真分析研判，集中查处一批社会影响大、反映比较

集中的典型案件。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

罚，记入不良信用记录；对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部门；

对发现领导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及时移交纪检监察

部门。做好移送移交问题线索的配合调查、跟踪反馈和信息报送。 

（（（（二二二二））））强化监督指导强化监督指导强化监督指导强化监督指导。。。。各地要组建工作专班，明确专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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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任务清单和跟踪督导机制，密切跟进各项工作进展。要依托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门户网站、报纸、电视等媒体，加大深化

系统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接受社会监督。住房城乡建设厅根据

阶段性工作要求开展调研督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治理不积

极、效果不明显的地区和单位，通过约谈、发函、通报等方式督

促履职尽责，对表现突出、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和

激励。 

（（（（三三三三））））加强信息报送加强信息报送加强信息报送加强信息报送。。。。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应于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8888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前，向住房城乡建设

厅报送文件清理、招标代理专项行动推进、项目抽查、投诉举报

办理、典型案件曝光情况等信息。111111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报送工作总结

（包括主要做法、意见建议等）。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住房城乡建设

厅汇总全省深化系统治理开展情况形成总结报告。 

（（（（四四四四））））发挥协会作用发挥协会作用发挥协会作用发挥协会作用。。。。各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协助各级主管部门深化系统治理，积极开展宣传培训，加快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引导合理竞争，规范市

场行为，共同营造公平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 

联系单位：四川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总站（地址：成都市永

兴巷 15 号 20 楼；邮编：610016） 

联系人:杨军电话 028-86522535 QQ 邮箱：622737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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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行业规范管理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  

          2.投诉举报问题征集电话和电子邮箱（电子文档） 

          3.专项行动招标代理机构自查自纠情况（电子文档）      

          4.专项行动招标代理机构排查情况（电子文档）  

          5.项目抽查情况（电子文档）  

          6.投诉举报线索办理情况（电子文档）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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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行业规范管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贯彻落实深化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工作部署，

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执业行

为，深入推进以信用为基础的行业监管，开展招标代理行业规范

管理专项行动。对全省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进行全面摸排，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禁止其招标代理活动，

切实整顿招标代理机构“中介不中”问题。 

二、专项行动内容 

（（（（一一一一））））全面摸排检查招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情况全面摸排检查招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情况全面摸排检查招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情况全面摸排检查招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情况。。。。检查方检查方检查方检查方

式式式式：：：：现场巡查现场巡查现场巡查现场巡查、、、、资料检查资料检查资料检查资料检查 

１.检查代理机构基本信息。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营业执照）、

四川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信息登记情况、办公场地情况

（办公场地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设备设施配备等情况。 

２.检查从业人员信息。从业人员印章、劳动合同、人员社

保、工资发放情况等。 

３.检查代理机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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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检查招标代理机构业绩情况检查招标代理机构业绩情况检查招标代理机构业绩情况检查招标代理机构业绩情况。。。。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资料检查资料检查资料检查资料检查、、、、

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    

１.检查招标代理合同、招标成果资料及招投标书面报告等。 

２.检查招标代理业绩是否存在虚假填报情况。 

（（（（三三三三））））检查招标代理机构转让检查招标代理机构转让检查招标代理机构转让检查招标代理机构转让、、、、转包转包转包转包、、、、挂靠情况挂靠情况挂靠情况挂靠情况。。。。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

项目抽查项目抽查项目抽查项目抽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 

检查招标代理成果资料及开标人员等，检查代理机构是否使

用非合同人员、非本单位人员办理招标事宜。 

（（（（四四四四））））检查招标代理活动违法违规行为检查招标代理活动违法违规行为检查招标代理活动违法违规行为检查招标代理活动违法违规行为。。。。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检查方式：：：：项目抽项目抽项目抽项目抽

查查查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投诉举报线索调查    

1.招标文件设置不合理限制排斥条件。 

2.串通投标、泄露保密资料。 

3.规避招投标监督，不按规定提交招标投标书面报告。 

4.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工作步骤 

专项行动自 2021 年 5 月开始，为期 8 个月，分四个阶段推

进。 

（（（（一一一一））））准备实施阶段准备实施阶段准备实施阶段准备实施阶段（（（（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5555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本方案要求，做好对

本地注册招标代理机构（省外入川代理机构由省住建厅负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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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本部门监督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情况掌握，细化工作任务和

分工，加强宣传动员，提高招标代理机构及工程建设各方对专项

行动的认识，积极配合专项行动开展。 

（（（（二二二二））））自查自纠阶段自查自纠阶段自查自纠阶段自查自纠阶段（（（（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督导在当地注册的招标代

理机构开展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操作规程、规范性文件的学习，

对标法律法规、执业规范开展全方位自查自纠，督促问题限期整

改。6666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各招标代理机构应将开展学习教育和自查自

纠情况报送到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6666月月月月 25252525日前日前日前日前，，，，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

告报住房城乡建设厅。 

（（（（三三三三））））排查抽查阶段排查抽查阶段排查抽查阶段排查抽查阶段（（（（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10101010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1.全面摸排。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

现场巡查、资料检查等多种方式，对在当地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

全面排查，核实企业信息情况，建立排查台账，同时对招标代理

机构录入到“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信用记录管理系统”

的基本信息、良好信息等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2.项目抽查。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招标投标

活动监管权限，采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在对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11111111月月月月 1111日以来日以来日以来日以来依法必须招标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抽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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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对招标代理行为的检查，发现问题应在项目抽查台账中记录，

并督促限时整改。 

3.线索调查。对投诉举报反应招标代理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调

查处理，并在问题办理台账中记录。 

4.信息报送。8888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10101010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前向住房城乡建设厅报

送有关推进情况。 

（（（（四四四四））））总结提升阶段总结提升阶段总结提升阶段总结提升阶段（（（（202120212021202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地区专项行动开

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在深化系统治理工作总结报告中在深化系统治理工作总结报告中在深化系统治理工作总结报告中在深化系统治理工作总结报告中应包括专

项行动开展情况和主要做法、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情况、下一

步工作打算、意见建议等，于 111111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报住房城乡建设厅。

12121212月月月月 15151515日前日前日前日前，，，，住房城乡建设厅汇总全省开展情况形成总结报告。 

四、工作要求 

（（（（一一一一））））坚持统筹推进坚持统筹推进坚持统筹推进坚持统筹推进。。。。各地要做好深化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

问题系统治理与专项行动的有机衔接，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的关系。加强与发展改革、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

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联系政府，

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的功能，组织会员单位积极配合专项行

动，反馈意见建议，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主动发现问题，协助案

件查办，督促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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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持续高压震慑持续高压震慑持续高压震慑持续高压震慑。。。。各地要着力强化发现问题能力，对投

诉举报问题线索认真研判，一查到底。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

应当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记入不良信用记录，情节严重的依

法禁止其招标代理活动。依托各类媒体，加大对专项行动的宣传

报道，加大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有效发挥震慑作用，促进招标

代理市场的自我净化。 

（（（（三三三三））））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坚持边打边治边建，针对招标代理领

域乱象问题和监管漏洞，进一步完善以信用记录为基础的招标代

理行业监管，加大信用评价运用力度。行业协会应加快建立自律

机制，加强自律管理，切实维护招标代理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