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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周报
（6月 22 日—6 月 28 日）

一、招标采购工作

(一)“双一流”建设项目进展

1.6 月 23 日，对接新疆大学 2020 年度“双一流”建设

项目（一期）各建设单位，发送招标文件初稿，待各单位反

馈修改意见。

2.6 月 28 日，对接新疆大学 2020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红

色文化建设项目，待马克思主义学院修订招标文件。

3.图书馆 2020 年中外文数据库单一来源采购项目、新疆

大学图书馆 2020 年中外文图书采购招标项目、新疆大学通识

课程资源平台项目：“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平台采购、

新疆大学智慧教学系统服务平台采购项目、新疆大学慕课制

作设备采购项目、新疆大学 2020 通识课程资源平台采购项

目，督促做好合同签订工作。

4.新疆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服务项目，招标文件发审

计处审核。

5.新疆大学 2020 年本科教学平台-公共计算服务系统采

购项目（第一包），招标文件已完成会签并报送采购中心，

待采购中心发布招标公告。

6.6月22日,北校区教学条件改善项目—新疆大学北校区

多媒体升级改造及调频广播采购项目开标，督促做好中标通

知书等材料盖章和后续合同签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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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月22日,北校区教学条件改善项目—新疆大学北校区

改善教学楼条件综合布线项目，因开标到场不足 3 家，导致

该项目流标。2020 年 6 月 23 日，发布该项目二次磋商公告。

8.6月23日,北校区教学条件改善项目—新疆大学北校区

西院阶梯教室楼修缮项目、新疆大学北校区西院第二教学

楼、第二实验楼、第三教学楼、东院一号教学楼修缮、新疆

大学北校区西院电力改造开标，督促做好中标通知书等材料

盖章和后续合同签订的工作。

9.起草“关于 2019 年度双一流建设项目实施付款的请

示”，并发起重要事项请示报告，协同相关部门督促尽快做

好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和付款工作。

(二)智慧校园建设项目

10.6 月 28 日，平安校园扩容建设项目开标，督促做好

中标通知书等材料盖章和后续合同签订的工作。

11.平安校园扩容建设监理及检测项目，反馈报名阶段

相关情况。

12.会签“新疆大学学生社区人脸识别智慧管理门禁系统

建设项目”付款通知书。

(三)新校区采购项目进展

13.6 月 27 日,对接桁车供货厂家督促桁车设备供货，督

促项目建设单位做好供货对接工作。

14.6 月 28 日,对接教育厅咨询新校区项目计划审核情

况。

15.6月 28日,对接新校区家具询价单位，是否有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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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单位提供相关参数。

(四)工程建设项目进展

16.6 月 22 日,新疆大学北校区东院 8 号、9 号楼、幼儿

园修缮工程、新疆大学北校区东院 1 号、2 号、3 号楼修缮

工程、2020 年新疆大学北校区东院东三楼维修改造工程开

标，督促做好中标通知书等材料盖章和后续合同签订的工

作。

17.附中 2020 年改造工程（第一批：电力改造项目）、

附中 2020 年改造工程（第二批：校舍改造项目）采购招标项

目，督促做好合同签订工作。

18.6 月 24 日，对接图书馆西北边疆治理中心项目，督

促图书馆按照会议要求及时提交参数需求材料，图书馆反馈

正在细化招标参数。

19.对接新疆大学思政通识教育基地设计及布展项目（二

期），接收需求材料，对接代理机构制作招标文件。

20.对接继续教育学院智慧教室及多媒体教室装饰工程

项目，接收需求材料，对接代理机构正在制作招标文件。

21.继续对接毕业生宿舍粉刷、19 号留学生公寓楼各类

修缮及更换瓷砖、屋面防水等三大项维修项目，待项目申请

单位提交招标采购申请相关材料，进入招标阶段。

（五）校内其他招标采购项目进展

22.6 月 22 日,对接社科处保密柜采购申报事宜，审核项

目申报材料。

23.6 月 22 日,按照政府采购办要求提交党委学工部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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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上报，完成 UPS 采购计划审核，6 月 29 日向学工部对接

签订合同事宜。

24.6 月 23 日,前往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国库处咨询

采购验收付款事宜,督促对接项目计划申报审核。

25.6 月 24 日,对接外事处活动奖品采购项目，督促外事

处提交申报材料，外事处反馈相关方案正在制定中，近期提

交相关材料。

26.6 月 24 日,发布通知督促各单位做好研究生复试采购

摄像头、全向麦项目资产报増工作。

27.6 月 28 日,对接党委学工部、研工部学生证采购项目，

待申报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28.6 月 28 日,对接资产经营公司，督促做好资产底价评

估项目、企业改制资产评估项目提交采购申报材料。

29.6月28日,对接软件学院2017级学生软件工程专业实

训项目，反馈项目采购方式。

30.6 月 28 日,新疆大学锅炉降氮升级改造项目开标，督

促做好中标通知书等材料盖章和后续合同签订的工作。

31.6 月 28 日,对接计财处收支管理平台项目，拟单一来

源采购公示会签完成，发布拟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32.6 月 28 日,修改完善《2019 年度新疆大学委托招标代

理机构工作评价报告》。

33.新疆大学 2020 年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专用设备采购项目,向申请单位反馈报名阶段相关情况。

34.对接计财处“差旅服务平台”项目,招标文件会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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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拟于 7 月 3 日开标。

35.新疆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信息化平台采购项

目，对接代理机构正在制作招标文件。

36.对接新疆大学 2020 年学生军训服、卧具招标采购项

目，接收需求材料，对接代理机构正在制作招标文件。

37.参与网信办组织的关于新校区多媒体教室、智慧教室

项目询价论证会。

38.会签“关于启动 2020 年学生社区新生宿舍家具招标

工作的请示”“关于校本部住宅区 65、66、67、68 号高层住

宅安装门禁系统的请示”等重要事项。会签招标代理合同、

基建处委托造价合同、网信办 7 个基站续签合同、审计结算

委托造价机构合同等事宜。

39.政采云平台上报采购计划十余项。完成 2 个项目招标

代理合同的审批签订流程；完成 11 个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审

批签订流程。在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录入 1 份合

同信息；在政采云平台直录备案 4 份合同；办理两个项目付

款手续。

二、房改工作

（一）房改办证工作

1.新一批一退一买 25 户退售房材料整理，继续联系资料

不全的住户签字按手印补充材料，制作退售房价格计算表和

售房审批表。

2.7 户一退一买的售房已在不动产登记系统中录入待录

入高拍资料后进市不动产登记登记二科进件，3 户 65 号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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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已在不动产登记系统录入、高拍并在市不动产登记登记

二科进件待其审核通过后领取不动产证。

3.整理退房问题件共 12 户，联系住户补交材料，截止目

前有 6 户住户补交齐资料待送至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审核，继

续联系剩余 6 户住户补交材料。

4.3 户变更公房证面积在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进件，1

户集资高层退旧房在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进件。

5.8-12 号楼拆迁后续工作，6 户中已有 2 户已完成交款

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

6.5 户集资高层退旧房已完成市房改办初审，市房改办

已开具退房通知单，待完成市房改办档案科存档后送至市房

屋产权交易中心进件。

7.协调解决校友会、基金会、化学学院办公用房事宜。

8.办理 2 户退旧房款业务。

（二）公租房管理工作

9.做好校内公租房相关管理工作。收回校本部公租房 2

套、北校区公租房 2 套；新分配公租房发放钥匙、卡 1 套；

第三批待装修公租房会同基建处，现场踏勘，待设计公司修

改图纸、造价公司调整控制价后再报领导审核；部分公租房

协议用章手续，协议返回物业，督促做好发放协议、收取公

租房押金工作；配合物业做好公租房押金退款工作。会同组

织人事部查看现有公租房部分房源；因提前发工资，按照第

二年标准涨房租后扣款名单，上报计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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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做好十七户廉租房管理工作。前往住保办领取入住通

知单，通知教职工领取，并尽快办理入住；催促不符合条件

人员尽快退房。

（三）其他工作

11.联系房产土地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公司，拟下周线上

演示系统。

12.根据物业反映屋顶漏水情况，6 月 28 日现场查看本

部多层漏水情况、拍照标注，待 6 月 30 日查看北区后报住

房资金监管中心申请住房维修基金。

13.开具各类证明材料 10 余份。

三、高层办证工作

（一）69#、70#高层办证进度

1.6 户已录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已受理，正在审核。

（二）66#、67#、68#、西 24#、东 21#高层办证进度

2.66、67、68、西 24#高层。继续审核住户材料，催促

住户补交材料。

3.复核四栋高层住户旧房款顶账数据，复核二套房住户

退款数据。

4.土地出让金利息事宜，经过艰苦努力，多次反复请示

沟通，市政府同意将绝大部分利息减免，此事为五栋高层住

户节省了大量资金。市自然资源局已向我校反馈，确定利息

金额，已开具缴款书。起草报告、准备资料，办理校内付款

流程，确保本月底前到住房资金监管中心办理完成支付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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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五栋决算事宜。与三家会计师事务所联系，调整有

关款项，准备出决算报告。

6.安排专人负责拆迁户签拆迁协议，款项核算，尽快完

成拆迁户遗留问题处理。继续办理高层集资户退旧房事宜。

7.起草商定本部土地周边边界问题及部分土地划拨重

大事项报告上报学校，落实校领导指示，准备与市自然资源

局、规划局、天山区征迁办联系对接。

四、资产管理工作

1.资产数据核对工作。与乌鲁木齐致远博创软件有限公

司、成都思必得公司对接，对年代久远、初始信息登记有误

的固定资产数据进行核对，已初步形成处理意见，正在实施。

2.做好常规工作。为宣传部、计财处、老干处协调办理

设备家具调剂工作，所需设备家具已到位。审核并指导资产

建账、资产处置等业务，解答各单位及教职工有关资产管理

业务的问题。核查大学办公室等 11 各单位的固定资产处置

申请资料，汇总处置信息，待主管领导审批后报大学党委会

审议。

3.启动非电子类固定资产处置回收的询价工作。

4.参加校内收支专项审计中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对

部分单位新购资产现场抽查。

五、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

1.成教楼公开招租报告财政厅要求补充资料，财政厅正

在走签批流程。

2.新疆大学出版社改制方案经学校同意后报自治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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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已提出修改意见，准备请示财政厅后讨论修改。

六、其他工作

1.继续与园林绿化公司联系，协调研究生院门前绿地、

水管、补种花草整改事宜；与轨道办联系，协调研院前路沿

石整改事宜。

2.“加强成本核算、加强增收创收”三项重点工作专班

完成相关制度汇编，并报主要领导审阅。6 月 28 日，组织召

开“加强成本核算”重点工作制度汇编反馈会，罗旭副书记

传达学校反馈意见，督促做好修改完善工作后执行。

3.与测绘院核对修改珠江路东延面积补偿数据，报天山

区征迁办协调处理。

4.会同北校区管委会就与自治区博物馆交涉彩钢板房建

设及双方间围墙进行加固和修复工作达成一致，督促按流程

签署相关协议。

5.6 月 27 日，参加新校区住宅设计对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