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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周报
（5月 11 日—5 月 17 日）

一、招标采购工作

(一) “双一流”建设项目进展

1.5 月 14 日、5 月 15 日对接财政厅采购办，就上报“双

一流”建设项目（一期）采购计划进行沟通，财政厅反馈进

口设备需教育厅发文后，方可执行，拟于 5 月 18 日先行对

进口设备进行公示。

2.5 月 15 日，汇总各单位上报“双一流”建设项目（一

期）进口设备材料，报送教育厅业务部门审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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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单一来源公示，正进行单

一来源招标文件编制。

4.图书馆“双一流建设”数据库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完

成单一来源公示，正对接项目申请单位修改招标文件。

5.新疆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服务项目，单一来源公示

期间，收到其他单位提交的质疑函，目前在准备答疑阶段。

6.图书馆 2020 年度中外文图书订购项目，督促项目申

请单位针对招标文件提出修改意见。

7.政采云平台，完成新疆大学 2020 年本科教学平台-公

共计算服务系统采购项目（第一包）计划上报工作。

（二）智慧校园建设项目进展

8.5 月 14 日，对接党委网信办提交平安校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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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招标需求，拟启动招标代理委托工作。

（三）新校区采购项目进展

9.5 月 14 日，与计财处共同前往财政厅对接做好新校

区采购资金申报工作，咨询财政厅采购办计划申报事宜，财

政厅反馈需落实资金预算。

（四）校内招标采购项目进展

10.5 月 11 日，研究生复试全向麦克风、高清摄像头紧

急采购，设备样品经研究生院试用后，已发放至各需求单位。

11.督促推进北校区教学条件改善项目。5 月 11 日，联

系对接教务处、网信办、基建处关于北校区教学条件改善项

目招标需求制定情况；5 月 15 日，教务处、网信办提交电子

版招标需求，基建处反馈正在进行工程设计。

12.5 月 11 日，同计财处到财政厅协调沟通科研设备预

算、采购计划等相关事宜，同政府采购办沟通我校锅炉降氮

改造项目采购计划等相关事宜。新疆大学锅炉降氮升级改造

项目，待项目预算落实，再启动招标工作。

13.5 月 12 日，会同党委网信办、审计处与驰远天合交

涉内控项目争议事宜。

14.5 月 14 日，督促基建处做好新疆大学研究生公寓楼、

幼儿园建设项目工程检测服务项目合同签订工作。

15.5 月 14 日，协助餐饮办督促警戒线桩赞助商做好供

货工作。

16.5 月 14 日，对接图书馆提交西北边疆治理中心家具、

设备采购项目招标需求，审核项目需求，反馈需求制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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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7.5 月 15 日，收基建处提交平面会议室装修工程招标

需求，项目已委托代理机构，正制作招标文件。

18.5 月 15 日，向校领导汇报图书馆平面会议室设备家

具采购项目方案，与计财处对接落实经费来源。

19.5 月 15 日，挂网《关于就招标代理机构意愿进行摸

底调查的通知》，对招标代理机构意向代理新疆大学招标采

购项目进行摸底。

20.5 月 16 日，再次对接供货商选定车队柯斯达汽车座

包，下单订购车队柯斯达汽车座包。

21.5 月 16 日，收基建处提交校本部楼宇（三栋）外立

面改造项目电子需求材料，拟启动招标工作。

22.5 月 16 日下午，参加“中央专项支持地方发展专项”

拟购大型仪器设备论证会。

23.新疆大学附属中学 2020 年改造工程（第一批：电力

改造项目），招标文件修订会签完成，发布招标公告，拟于

5 月 26 日开标。

24.继续对接林基路干部学院关于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专用设备购置项目，督促项目申请单位及时提

交重大事项审批和招标采购需求材料。

25.会签招标采购相关重要事项等。会签图书馆外文期

刊采购合同、图书馆中文期刊采购合同、新疆医嘉利医学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双抗”检测服务合同、校园垃圾清运招标

请示、林基路干部学院智慧教室建设及多媒体教室环境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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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项目、附属中学校园内车棚改造申请等重要事项。

26.做好合同签订相关工作。完成七个项目招标代理合

同和一个项目中标通知书审批签订流程；完成一份供货合同

审批签订流程。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录入一份

合同信息；政采云平台，直录备案 6 份合同。

27.完善 2019 年招标办招标项目档案，编制招标项目档

案序号。

二、房改工作

（一）房改办证工作

1.通知高层旧房已转为公房的老师提供原旧房购房收据

复印件，目前已有 3 位老师提供收据复印件，已到档案馆查

询到 2 位老师旧房收据发票的进账单，为后续到资金监管中

心办理退款做前期准备。

2.集资高层退旧房，目前共 5 户退房资料通过市房改办

初审，开退款通知单，需准备材料至市改办信息科存档，1

户老师需提供补差 33%收据后送市房改办审核。

（二）公租房管理工作

3.做好校内公租房相关管理工作。5 月 11 日组织新申请

公租房 5 名博士现场抽签选房，发放钥匙、水电气卡，签订

协议；之前分配公租房 3 人，发放钥匙、水电气卡，签订协

议；收回校本部公租房 2 套，验收房屋，收回水电气卡钥匙；

第二批装修公租房部分家具家电，协调后勤办理资产报增，

整理复印相关材料，待办理付款手续；部分公租房核查入住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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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好十七户廉租房管理工作。十七户承租人补交材料，

整理后，递交至市住保办；催十七户部分人员退房。

（三）其他工作

5.对接房产土地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公司，核对楼栋信息，

统一命名。

6.联系自治区住房资金监管中心，申请四个项目验收，

推迟至 5 月 28 日现场验收。

7.开具各类证明材料 20 余份。

三、高层办证工作

（一）69#、70#高层办证进度

1.按照要求，拟定《发放 69、70 号楼不动产证告知书》，

拟发证。

2.5 月 13 日下午，召开高层办证及二套房遗留问题协调

会，形成会议纪要，将陆续通知相关人员，按会议决定处理

遗留问题。

3.涉及旧房 7 户高层的住户，有 6 户旧房处理完毕，还

余 1 户，正在抓紧办理。

4.近期缴纳税费按照资金中心要求补充资料完毕，准备

下周继续报资金监管中心办款。

（二）66#、67#、68#、西 24#、东 21#高层办证进度

5.66、67、68#高层。按照交易中心要求，调整三栋高

层数据，重新上传房产测绘报告，制作分丘图，下周报交易

中心建楼盘。已发通知要求 66、67、68 楼住户交资料，5 月

15 日安排了一次咨询，下周四、周五集中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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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 24#高层住户交材料情况不好，正在逐户通知。

7.按照高层办证及二套房遗留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起

草安置协议，待律师审核后，通知拆迁户，按照会议决定逐

户签协议，办理不动产证。

8.东 21 号高层。为解决消防、规划手续问题，办理住

房不动产证，校党委以极大决心，承担巨大损失，要求资产

经营公司、资产处与 1-4 层承租方交涉，要求 5 月 30 日前

搬离，其后，还建原消防规划条件。资产经营公司和资产处

正在抓紧落实党委校党委会决定。

9.老五栋决算事宜。为减轻教职工经济负担，降低成本，

我们付出极大努力，与市自然资源局多次联系，准备下周再

次向市政府报告，请求减免部分土地出让金逾期利息。利息

事宜确定后，西 24、66-68 号楼决算报告即可定稿。

10.正在通知五栋高层集资户办理遗留待退旧房手续，

否则将影响集资房手续办理。

四、资产管理工作

1.房改房核销事宜，已请示主管校领导，正在走发文流

程，出文后将相关材料尽快报送自治区教育厅。

2.附属中学资产新建资产账户事宜：已将编办下发的关

于附属中学编制的文件报送给自治区财政厅，财政厅资产处

回复：待自治区资产决算获批后为我校办理向相关业务。

3.对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升级项目进行验收前检查，核对

资产系统升级项目完成情况，对需优化模块提出具体要求，

要求思必得公司尽快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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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调剂工作。在一站式服务大厅中发布相关调剂通

知，对原阜康实训基地东风牌轻型普通货车新 A-5B546 车辆

和离退休职工服务中心的台球桌进行调剂前公示。

5.科技学院资产盘点工作。对科技学院固定资产盘点及

入账工作进行现场指导，督促其尽快完成资产清理工作。

6.资产处置工作。督促后勤服务中心、保卫处、科技学

院、建筑工程学院等单位尽快办理资产处置业务，确保北校

区教学条件改造等工作如期进行。

7.做好常规工作。审核指导资产建账和退库等业务的办

理；整理科技学院、红湖公司和后勤服务中心共六辆车的报

废材料，并联系林基路干部学院报送车辆报废材料。

五、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

1.催促教育厅关于成教楼公开招租审批进度。

2.根据实际情况，与资产经营公司会商，调整个别商户

减免金额。

3.按照财政厅企业改制反馈意见，要求资产经营公司尽

快修改改制方案。

4.新疆大学出版社改制方案和资产清查报告已出，正在

各部门审核，待学校批准后报教育厅。并督促做好经营性事

业单位公务用房和公务车整治工作。

5.5 月 11 日，会同资产经营公司、律师与远大茂业交

涉收回东 21 号楼底商事宜。当天下午，向校领导报告相关

情况。

六、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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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武警围墙施工方密切联系，协调围墙修复及校园进

出有关事宜；与园林绿化公司联系，协调研究生院门前绿地

还建事宜。

2.督促增收创收工作专班小组、加强成本核算工作专班

小组以及优化管理模式工作专班小组加紧开展相关法方案

制度修订工作，拟下周报学校。我处按照成本核算小组意见，

再次修改《新疆大学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办法》、《新疆大学

行政办公及教辅用房管理办法》，准备提交学校。

3.根据《关于各单位开展“双一流”建设和“部区合建”

工作自评的通知》要求，对我处相关工作进行梳理总结，撰

写自评报告并报双一流办。

4.指导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做好撤销清算工作，拟成

立清算小组，推动事业单位法人清算工作。

5.5 月 12 日、15 日，会同计财处、发展规划处等前往

财政厅，与科教和文卫处、预算处沟通争取新校区设施设备

采购及搬迁资金工作以及预算调整相关工作。

6.安排督促涉稳项目《新疆大学校园监控智能化系统工

程》（2015 年）的分项实地核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