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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工 作 知 识 问 答

１、什么是公共资源交易？

答：公共资源交易是指包括依法应当进行招

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以及

其它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具有公有性、公

益性的资源交易活动。

２、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有哪几种模式？

答：目前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在国家

层面由国家发改委总牵头，负责指导协调全国招

投标工作。各地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分散管

理为主的行业监管模式；一种是综合监管和行业

监管相结合的 “综合监管”模式；还有一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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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权限整合的集中监管模式。

３、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采用哪种模式？

答：湖北省采用的是综合监管和行业监管相

结合的 “综合监管”模式。２０１５年湖北省出台

《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条例》 （以

下简称省条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实行综合监

管与行业监管相结合、行政监督与公共资源交易

活动相分离的监督管理体制。

４、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模式是什么？

答：武汉市及市属各区 （开发区）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模式也均实行 “湖北模式”即

综合监督管理与行业 （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

的 “综合监管”模式。我市于 ２０１７年印发了

《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政府令

第２７８号） （以下简称市办法），严格贯彻落实

省条例，实行综合监管模式，形成了 “一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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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一中心”的管理架构。

５、“一委一局一中心”指的是什么？

答：“委”即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公管委），负责统筹协调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中的重大事项；“局”即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

理局 （以下简称公管局），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

监管部门；“中心”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以下

简称交易中心），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活动提供

现场服务和监督支撑。

６、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职责

是什么？

答：市公管委负责全市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

动的指导、协调，负责研究解决我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公共资源交易中的重

大事项。对有关行业监管部门履行公共资源交易

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业务指导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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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市公管局作为市公管委办公室，负责市公管

委的日常工作。

７、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有

哪些？

答：市公管委设主任一名，为分管副市长担

任；设副主任两名，分别为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

公管局局长担任；现有成员２６名，分别为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

市城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村农

业局、市房管局、市园林局、市城管委、市教育

局、市公管局等２６家单位分管负责人。

８、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的职责

是什么？

答：根据省条例和市办法，市公管局作为公

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制定公共资源交易规则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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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交易信用体系；对本级公共资源交易实施综合

监督管理，依法受理公共资源交易投诉，依法查

处公共资源交易中的违法行为；建立和管理公共

资源交易综合专家库；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建

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协调公共资源交易执法工

作；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信息化建设；对

区级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指导、

协调。

９、武汉市行业监管部门主要有哪些部门？

及其职责是什么？

答：我市行业监管部门主要有市城建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村农业局、市园林

局、市自然和规划局等。依照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国务院有办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

职责分工意见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００〕３４号）

和省条例规定的职责分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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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例如：市城乡建

设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

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

目交易活动的监督，受理以上项目以及其他由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项目招标投

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１０、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与行业

（部门）监管的关系？

答：综合监管和行业监管是相互配合、相互

补充的关系，行业 （部门）监管是综合监管的

前提，综合监管是行业 （部门）监管的补充。

综合监管对行业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进行协

调、指导、监督与检查，是对行业 （部门）招

投标监管工作的再监管。

１１、武汉市市、区公共资源监督管理局的关系？

答：市、区公管局为业务指导关系，区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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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接受市公管局的工作监督和业务指导。

１２、什么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是指实施统一的制度

和标准、具备开放共享的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

系统和规范透明的运行机制，为市场主体、社会

公众、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等提供公共资源交易综

合服务的体系。由平台运行服务机构负责平台运

行维护。

１３、什么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

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是指由

政府推动设立或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确定

的，通过资源整合共享方式，为公共资源交易相

关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政监督管理部门等提

供公共服务的单位。目前，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运行服务机构为市、区两级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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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武汉市市、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设置情况？

答：我市市属平台运行服务机构是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该中心为市公管局下设的副局级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全市共有７个区属平台运行服

务机构，设在４个新城区和３个开发区，（其中

江夏区、新洲区、东湖高新区等 ５个新城区

（开发区）交易中心是区公管局下设的正科级事

业单位，蔡甸区、黄陂区交易中心是隶属于区人

民政府领导的正处级事业单位）。市交易中心建

立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规范，区交易中心接受市交

易中心的业务指导和市、区公管局的监督管理。

１５、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职责是什么？

答：市交易中心为全市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

动提供交易保障、信息服务和监督支撑，主要履

行下列职责：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及服

务，并按照规定整理保存交易资料、现场监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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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资料及文字记录资料；制定公共资源交易现场

工作流程，依法为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服务；

向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及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报告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并协助调查；承担市级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

务系统的维护和管理；法律、法规以及市人民政

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１６、我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信息化

建设情况？

答：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通过信息化

手段有效预防腐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

目前，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坚持电子化、信息化发

展方向，主要建设有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

标投标交易系统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ｚｂｔｂｃｏｍ）、

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服务系统 （ｈｔ

ｔｐ：／／ｇｇｚｙｆｗｗｕｈａｎｇｏｖｃｎ）和武汉市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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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电 子 监 管 系 统 （ｈｔｔｐ：／／５８４８１６２１：

１０１１０），分别承担公共资源电子交易、服务和监

管职责。

１７、电子交易系统的职责和功能是什么？

答：电子交易系统是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特点，以数据电文形式完成交易活动的信息

系统。目前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投标交易

系统实现了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全流程电子化，全

过程可视化和音视频管理档案化。

１８、电子服务系统的职责和功能是什么？

答：电子服务系统是指联通公共资源电子交

易系统、监管系统和其他电子系统，实现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数据交换共享，并提供公共服务的枢

纽。目前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服务系统已

实现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

信用武汉等多个电子系统以及省电子服务系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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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和数据传输，充分发挥了信息枢纽作用。

１９、电子监管系统的职责和功能是什么？

答：电子监管系统对交易全过程进行在线监

督和跟踪管理的信息系统。目前市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监管系统建设有综合监管、行业监管、专家

管理、在线投诉和大数据分析等多个功能模块，

市、区公管局和行业监管部门均可使用电子监管

系统，在线监督交易过程，网上受理、处理投诉

举报，并对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处理。

２０、哪些项目应进入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交易？

答：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实行目录管理，列入

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项目，应当按照属地

管理和分级管理的原则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交易，并接受监督管理，禁止在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外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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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什么是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

答：为明确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覆盖范

围，根据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发改

法规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号和 《湖北公共资源交易目

录》（鄂政办函 〔２０２１〕２７号），按照应进必进

的原则，市公管委印发了 《武汉市公共资源交

易目录》 （武公管委 〔２０２１〕２号），目录涵盖

了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４３个大类、３７个小类

和７６个项目，目录内的项目必须进入市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交易。

２２、什么是工程建设项目？

答：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

有关的货物、服务，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

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

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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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

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

服务。

２３、什么是必须依法招标工程建设项目？

答：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是指按照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１６号

令）和 《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

范围规定》（发改法规规 〔２０１８〕８４３号）规定

的范围必须依法进行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

１６号令从资金性质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和规模上 （施工单

项合同估算价在 ４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设

备、材料等货物的?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２００

万元人民以上；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

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１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规

定了必须招标的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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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形式有哪些？

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

招标。

２５、什么是公开招标？

答：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

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国有资金

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应当公开招标。

２６、什么是邀请招标？

答：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

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标

需由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在审批、核准时作出认

定，或由招标人申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作出认定。

２７、参与招投标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有哪些？

答：参与招投标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主要有

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和评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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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什么是招标人？什么是投标人？什么是

招标代理机构？什么是评标专家？

答：招标人是指依照招投标法提出招标项

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招标人具有

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

招标事宜；投标人是指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

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

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

人实行歧视待遇；招标代理机构是指依法设立、

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组

织。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办理招标事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为招标人指定招

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是指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依

法对投标人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和投标文件

进行审查或评审的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人员。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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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从评标专家库内以随机抽取方式确定。

２９、我市对招标代理机构如何管理？

答：２０１７年国家对招标代理机构资质取消

后，全市招标代理机构数量从三四百家迅猛增至

一千多家，代理水平良莠不齐。为了加强对招标

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市公管局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印发了 《武汉市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

价办法 （试行）》，对在我市从事建筑工程招标

代理活动的代理机构代理服务质量进行信用评

价，评价结果 （ｈｔｔｐｓ：／／ｘｙｔｘｗｈｚｂｔｂｃｏｍ）实

行星级管理并适时对外公布。对信用评价二星及

以下的代理机构，市公管局将列入 “重点监管

企业名单”予以管理。

３０、我市建有评标专家库吗？

答：没有。２０２０年底，我市原有评标专家

已全部整合进入湖北省综合评标 （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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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实行 “全省一库”管理。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省

公管委印发了新的 《湖北省评标 （评审）专家

及专家库管理办法》，授权市公管局对湖北省专

家库武汉区域库专家进行入库、培训、考评和退

出等管理职责。

３１、武汉市评标专家入库流程？

答：申请人登陆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

子服务系统建有综合评标 （评审）专家库”系

统进行申报并提交相关资料，各区公管局进行初

审，市公管局定期组织相关领域专业人员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的即成为武汉区域库专家。

３２、对武汉区域库专家如何管理？

答：武汉区域专家实行动态考核管理，动态

考核分为项目考评、出勤考核和继续教育培训考

核，市区公管局和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对专家进行

项目考评和结果应用，综合评标 （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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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子系统自动进行出勤考核和继续教育考核。

３３、什么是政府采购？

答：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

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

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３４、政府采购的方式有哪几种？

答：政府采购的方式有主要有六种，即公开

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

竞争性磋商和询价。

３５、政府采购的形式有哪几种？

答：政府采购分为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两种

形式。

３６、什么是集中采购？

答：集中采购是指采购人将列入集中采购目

录的项目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或者进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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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集中采购的行为。

３７、什么是分散采购？

答：分散采购是指采购人将采购限额标准以

上的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自行采购或者委

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的行为。

３８、政府采购的市场主体有哪些？

答：政府采购的市场主体包括采购人、供应

商、评标专家和采购代理机构。

３９、什么是采购人？什么是供应商？什么是

采购代理机构？

答：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

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

人；采购代理机构是指具备一定条件，经政府有关

部门批准而依法拥有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

机构。集中采购机构是由人民政府指定的采购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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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我市集中采购机构为市采购中心）

４０、什么是集中采购目录？

答：政府采购目录是有关政府采购主管部门

依据提高采购质量、降低采购成本的原则，对一

些通用的、大批量的采购对象应纳入政府采购管

理和进行集中采购而确定的、并由政府部门公布

的货物、工程、服务的范围和具体的名称清单。

（我市执行的是 《湖北省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２０２１年版）鄂政办发 〔２０２０〕５６号）

４１、武汉市采购中心的职责？

答：武汉市采购中心是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指

定的集中采购代理机构，与武汉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是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４２、从事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工作

人员应掌握哪些法律法规？

答：应熟练掌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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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

投标监督管理条例》《武汉市公共资源监督管理

办法》 《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

法》《湖北省评标 （标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热点词汇】

４３、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

答：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是指依托网络信息

技术，在线完成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

等全部活动的招投标模式，能够极大的提高工作

效率、节省人力成本，并可增强信息的透明度，

更好的保障招投标相关方的利益，打造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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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远程异地评标

答：远程异地评标是指依托网络信息技术，

打破物理时空屏障，通过利用电子招投标软件系

统和远程异地评标系统，不同地点的评标专家通

过远程电子评标系统，实现在线交流讨论，完成

评标工作，有效的提高招投标工作效率。

４５、招投标电子示范文本

答：招投标电子示范文本是指招标方发布招

标要求的模板性电子文件。电子示范文本是由行

业监管部门制定，投标单位投标时应根据自已的

实际情况及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文件。

４６、一标一评

答：根据 《湖北省评标 （评审）专家及专

家库管理办法》鄂公管委发 〔２０２１〕６号对进入

市、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依法招标项目评

标结束后，由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对评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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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行为进行考评，并将考评结果录入 “省综

合专家库子系统”。

４７、评定分离

答：评定分离是指将招投标程序中的 “评

标委员会评标”与 “招标人定标”作为相对独

立的两个环节进行分离，从而突出招标人的定标

权，择优录取。

４８、不见面开标

答：不见面开标是指所有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投标单位足不出户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参加远程在

线开标。进一步提高交易效率。

４９、应招未招

答：应招未招是指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而不招标的，或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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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围标、串标

答：围标、串标是指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或

投标人相互之间采用不正当手段，对招投标事项

进行串通，以排挤竞争对手或损害招标人利益，

从中谋取中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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