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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周报
（2021 年 4 月 26 日—2021 年 5 月 2 日）

一、招标采购工作

（一）“双一流”建设项目进展

1.4 月 27 日，联系对接财政厅业务主管部门,协调

双一流建设物理学院设备采购项目预算调整事宜。

2.4 月 29 日，收到 2021 年“双一流”建设项目中

图书馆数据库单一来源和中外文纸质图书采购预算批

复，向教育厅提交该项目申请资料，待教育厅向财政厅

发函。

3.4 月 30 日，对接政府采购管理处，协调 2020 年

度双一流建设项目机械工程学院设备采购投诉处理事

宜。

4.就物理学院采购天文望远镜项目采购预算事宜，

与计财处、物理学院及自治区采购办进行沟通协调。

（二）新校区信息化建设项目进展

5.4 月 26 日，完成新疆大学新校区智慧校园信息化

建设项目（第五包）—新疆大学新校区一卡通建设项目

单一来源采购，办理中标通知书手续，督促项目申请单

位做好合同签订等后续工作。

6.4 月 29 日，完成新疆大学新校区智慧校园信息化

建设项目（第三包）—新疆大学新校区智慧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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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招标，督促项目申请单位做好合同签订等后续工

作。

（三）新校区公共基础保障项目进展

7.4 月 26 日，对接招标代理机构，就新疆大学新校

区南区三楼食堂、北区餐厅三楼食堂托管经营项目向项

目申请单位反馈报名阶段相关情况。

8.4 月 27 日、29 日对接教育厅，协调车辆采购发函

事宜。

9.4 月 28 日，对接图书馆，收图书馆研修区电脑采

购参数需求，督促提交纸质申报材料。

10.4 月 28 日，在新疆政府采购网和自治区公共资

源交易网，发布新疆大学新校区餐饮场所设施设备采购

项目-餐桌餐椅项目变更公告，开标时间拟变更为 5 月

12 日开标。

11.4 月 28 日，在新疆政府采购网和自治区公共资

源交易网，发布新疆大学新校区餐饮场所设施设备采购

项目-果蔬加工线变更公告，因肉孜节放假，此项目开

标时间变更为 2021 年 5 月 14 日。

12.4 月 29 日，参加图书馆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实

木家具供货、安装事宜。

13.4 月 29 日，图书馆家具及设备第二包（书架、

密集架）合同完成校内签字盖章流程。

14.4 月 30 日，对接实验台通风橱第二包项目建设

单位，核对项目个别品目参数调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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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月 30 日，对接新疆大学医院博达校区医务室

设备采购项目，做好项目开标前准备，项目拟于 5 月 7

日开标。

16.4 月 30 日，对接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新校区

食堂设备采购、安装及抽排烟建设项目监理招标项目，

会签招标文件，拟发布招标公告。

17.4 月 30 日，根据校党委会议纪要上报新疆大学

新校区普通教师固定桌椅项目采购计划，并根据项目申

请单位修改完善后的招标采购需求制作招标文件。

18.4 月 30 日，对接实验台通风橱第一包项目建设

单位，核对项目个别品目参数调整事宜。

19.4 月 26 日，牵头组织校内 6 个涉及新校区搬迁

项目任务的部门，赴新疆医科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交流

学习相关搬迁项目需求制定及搬迁工作注意事项。

20.继续汇总涉及校区搬迁各单位提交的搬迁费用

论证情况，并督促未提交搬迁费用论证情况的单位。

21.4 月 30 日对接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新校区建

设洗消线项目、厨具及抽排烟项目合同签订进度，经核

实上述合同已完成校内用章流程。

（四）校内其他招标采购项目及其它工作进展

22.4 月 26-29 日，对接马克思主义学院、信息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政府采购项目申报联系人，协助指导做好

采购计划上报工作。

23.4 月 26、27 日，与审计处、服务机构对接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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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管理内控目录及相关流程描述等内容。

24.4 月 26 日，新疆大学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所

属餐厅六个档口招标项目开标，因有效报名家数不足 3

家流标，当日发布流标公告；4 月 27 日，经请示项目申

报单位领导后发布二次招标公告。

25.4 月 27 日，完成新疆大学三校区教学区建筑消

防设施检测维护项目招标，督促项目申请单位做好合同

签订等后续工作。

26.4 月 27 日，对接北校区管委会反馈其北区西院

两台锅炉烟气检测、锅炉维保项目采购流程。

27.4 月 28 日，科室讨论修改完善《新疆大学校内

部门分散采购实施细则》，拟上报处领导审核并征求相

关单位意见。

28.4 月 28 日，对接资产经营公司修缮工程招标采

购相关事宜。

29.4 月 28 日，对接平面会议室音响项目中标单位，

协助后勤服务中心做好项目验收工作。

30.4 月 28 日，协调计财处做好 2021 年 4 月份科研

经费政府采购预算申报，协助开展审核工作，督促做好

公示工作。

31.4 月 29 日，与来我们开展调研的塔里木大学国

有资产管理处工作人员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32.4 月 30 日，根据学校常委会会议纪要内容对接

基建处 2021 年校园修缮项目相关事宜，做好招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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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上报及相关准备前期工作。

33.4 月 30 日，对接新疆大学 2021-2022 学年本科

教材采购项目，做好项目开标前准备，项目拟于 5 月 6

日开标。

34.4 月 30 日，梳理下周开标项目情况，报送相关

主管部门；梳理拟招标采购项目情况，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

35.4 月 30 日，对接政府采购管理处关于审计处结

算审计委托采购相关事宜，向审计处反馈上级部门采购

方式。

36.完成政府采购云平台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设备

采购预购单等 30 余项。

37.继续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整理 2019 年招标档

案。

38.完成 10 项招标采购项目校内合同会签盖章流

程。

二、房改工作

（一）房改办证工作

1.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 17 户私转公；公转私 1

户领取私房证并发放个人。

2.到市房改办办理 10 户售、退房手续，并通知教职

工缴纳房款。

3.联系市房改办安全鉴定办完成 1 户房屋安全鉴定

待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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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房管理工作

4.校内公租房管理：收回本部公租房 2 套，收回钥

匙、水电气卡；协调部分公租房维修事宜；开具 6 户公

租房交款通知单，督促遗属、遗孀及时缴纳房租；与计

财处协调房租收费问题；办理 2 户公租房退款手续；23

套公租房的家具、窗帘合同根据审计处、法律顾问意见

修改，发乙方打印盖章，已送回，待完成对外合作事项

审签。

5.博士公租房修缮装修工作：本批装修公租房整改

完毕，移交钥匙、卡；联系家具供应商，协调家具配送

及安装事宜。

（三）其他工作

6.配合网信办，准备房产系统建设情况汇报事宜；

7.继续修改《新疆大学周转性公租房分配及维修管

理办法》。

8.协调巴哈尔路拆迁事宜，配合测绘公司进行测绘。

9.督促 69 号楼围墙维修工作；协调边疆宾馆、附中

关于围墙的维修事宜。

10.督促红湖物业，尽快完成家属区屋面防水校内重

要事项审批流程；65 号楼室外消防管线维修校内审批流

程。

11.保障性住房：已向市住保办递交 20 户保障房申

请资料，通过审核 13 户，通知未通过教职工补交材料。



7

12.4 月 30 日，配合基建处，前往新校区对 1 号、2

号教师公寓进行验收。

13.答复教职工各类咨询，出具各类相关证明材料

30 余份。

三、高层办证工作

1.补充四栋高层 27 户票据资料，报区住房资金中

心。与区清房办商议提交后续交款名单及金额上报资料

清单。

2.第一批 72 户市住保办已审核完成，价格计算表、

售房审批表打印完成，已到相关部门盖章。住房维修金

已核算完成，准备办理交款手续，同时，开始准备存档

和资金认证资料。

3.继续整理审核第二批住户资料。

四、资产管理工作

1.与审计处、驰远天合事务所就内控制度资产管理

业务模块中业务流程及制度开展专题讨论，对初稿内容

进行微调。

2.整理资产处置业务相关制度，汇总 2020 年度我校

资产处置业务档案，向驻校纪检组汇报工作情况。

3.参加组织（人事）部关于固定资产入账专题会。

4.参加后勤服务中心组织关于北校区西院锅炉房烟

囱安全问题现场会。

5.做好常规工作。继续审核指导各单位的资产建账

和调拨业务、资产处置等工作。与计财处对接，召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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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协调会，邀请思必得和天大天财两家公司，共同商讨

系统升级及业务模块的优化工作，目前升级公司已搭建

测试平台，开展测试工作。督促中国语言文学院等 10

个单位领取学校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批复文件，并

督促其做好回收准备工作。

五、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

1.北区成教楼合同签订流程校内手续基本完成，校

领导审核后即可签署。

2.出版社改制资产划转申请已上报教育厅，4 月 30

日，召集出版社、资产公司、计财处等部门协调出版社

转企后用房场地租金事宜。

3.审核修改资产公司博达校区运营方案，上报学校。

4.与计财处商议《新疆大学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

办法（试行）》相关条款修改事宜。

六、新校区搬迁工作

1.4 月 29 日，参加分管校领导罗旭召集的博达校区

搬迁事宜讨论部署会，对部分设施设备可先行进场安装

事宜，提出进场流程和注意事项。

2.将校区搬迁具体安排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按指

示进一步修改完善，并进一步与相关学院对接，调整公

房分配。

3.整理汇总新校区 14 个学院上报公房使用情况；

汇总整理校本部及北区 9 个学院上报公房使用情况，督

促安排新、老校区个别未完成测绘的楼宇和未上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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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院加快工作进度，对各学院上报用房信息进行核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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