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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周报
（5月 18 日—5 月 24 日）

一、招标采购工作

(一) “双一流”建设项目进展

1.5 月 16 日，起函“双一流”建设（一期）进口设备

向教育厅请示，5 月 19 日、21 日、22 日对接教育厅，询问

反馈情况。5 月 22 日同步对进口设备进行公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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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来源招标文件编制完成，已发教务处审核。

3.图书馆“双一流建设”数据库单一来源采购项目、2020

年度中外文图书订购项目，修改完成的招标文件提交审计处

审核。

4.新疆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服务项目，已完成答疑工

作，拟发布单一来源采购终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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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采云平台委托政府采购中心，拟进

一步对接招标文件。

（二）智慧校园建设项目

6.5 月 19 日，对接党委网信办提交平安校园建设项目

修订招标需求，准备项目启动工作。

（三）新校区采购项目进展

7.5 月 20 日，与计财处共同前往财政厅对接做好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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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采购资金申报工作。

8.会同基建处协调落实桁车安装事宜。5 月 23 日，协

调建设单位与基建处召开现场对接会。

（四）校内招标采购项目进展

9.5 月 18 日，参加基建处组织召开关于解放楼加固项

目结算相关事宜的会议。

10.5 月 18 日，参加基建处组织的东院 20 号楼硬隔离

现场询价会。

11.5 月 18 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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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完善；5 月

22 日，基建处反馈正在进行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的编制

工作。

12.5 月 19 日，对接差旅服务平台采购项目，待计财处

提交招标采购需求，拟启动招标采购程序。

13.5 月 19 日，平面会议室装修工程项目、校本部楼宇

（三栋）外立面改造项目招标文件审计处审核完成，发布招

标公告。

14.5 月 19 日，前往财政厅政府采购办咨询单一来源采

购程序、科研项目上报计划等相关事宜。

15.5 月 20 日，图书馆平面会议室设备家具采购项目，

提交校内重大事项审批，与“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对接落实

项目经费。

16.5 月 20 日，督促餐饮办做好警戒线桩赞助商协议签

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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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月 20 日，补充统计各学院研究生调剂全向麦克风、

高清摄像头紧急采购数量。5 月 21 日联系对接供货商送货，

同步制定供货协议提交审计处审核。

18.5 月 20 日，收招标代理机构意向调查单位反馈调查

资料。

19.5 月 21 日、22 日，联系对接党委网信办、林基路干

部学院，督促及时提交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基地智慧教室及

多媒体教室采购需求材料。

20.5 月 22 日，对接图书馆关于西北边疆治理中心家具、

设备采购项目招标需求制定工作，催办单要求图书馆及时提

交参数需求材料。

21.协调对接相关职能处室，政采云平台成功上报十余

项科研类采购计划。完成新疆大学 5 月采购计划校内审批流

程，拟于政采云平台提交采购计划。

22.对接新疆大学附属中学 2020 年改造工程（第二批：

校舍改造项目），制定招标文件。

23.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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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会签后勤服务中心吹风机采购合同、车辆保险、学

生社区北校区东院采购荞麦皮枕芯、计财处（国库系统支付）

高拍仪采购、新疆大学本科教材采购项目合同等重要事项。

25.做好合同签订相关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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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份合同；发放纳入 2020 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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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执行的双一流合同；督促做好内控项目合同签订工作。

26.继续完善 2019 年招标办招标项目档案，将相关材料

进行归档。

27.修改完善《新疆大学评标专家及监督人员管理办

法》、《新疆大学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征求部分校内

相关处室意见。

28.召开专题会议，讨论 2020 年委托代理机构相关事

宜。

29. 5 月 19 日下午，向驻校纪检组汇采购廉政风险防控

别是新校区设施设备采购等工作。

30.5 月 23 日，与计财处、党委学工部会商网上招录中

心设备采购使用。拟积极协调解决此项目无预算采购事宜。

二、房改工作

（一）房改办证工作

1.4 户售房已解除行政限制并送至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初审。

2.集资高层退旧房，4 户退房资料市改办信息科已存

档，6 户退房送至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初审，其中两户退房为

同一房号，需整理该楼栋未售房信息，将剩余大公房证面积

分割为小公房证。

3.1 户灭籍已解除行政限制待重新送至不动产登记中

心灭籍窗口重新审核，5 户灭籍已完成个人不动产查询单的

查询，待整理资料后办理灭籍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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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往新北社区办理西北路 499 号 17 号楼单元问题的

地址变更证明，为后续办理不动产证做前期准备。

（二）公租房管理工作

5.做好校内公租房相关管理工作。已分配公租房 1 人，

发放钥匙、水电气卡，签订协议；收回校本部公租房 1 套，

验收房屋，收回水电气卡钥匙；第二批装修公租房部分房间

反映问题，协调基建处联系施工单位整改；催促部分不符合

条件人员腾退公租房；部分公租房协议用章手续；配合组织

人事部开会研究对口支援干部住房问题。就公租房核查中发

现问题形成情况通报，征求部分部门意见。

6.做好十七户廉租房管理工作，一人解绑，退保障。

（三）其他工作

7.第二批装修公租房床、油烟机、热水器付款手续。

8.对接房产土地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公司，推进系统进

度，协调数据信息问题。

9.前往水区法院领取房产诉讼相关材料。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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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不动产证。经学校同意，准备各类发证资料，印

制告知书，发布发证通知。与公积金中心、金诚担保、民生

担保对接，核对公积金贷款未还清名单，于 5 月 23 日集中

发放不动产证。

2.住房资金监管中心税款、账款事宜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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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6#、67#、68#、西 24#、东 21#高层办证进度

3.66、67、68#高层。三栋高层有关数据调整后重新上

报，在交易中心建完成建楼盘工作，至此，三栋高层建楼盘

工作全部完毕。5 月 21 日、22 日组织集中收取住户材料。

4.逐户电话通知西 24#高层部分住户补交材料。

5.本部 8-12 号楼拆迁户遗留问题，安置协议经律师审

核完毕，正在修改。安排专人负责，已逐户通知拆迁户学校

有关决定，准备签署安置协议。

6.东 21 号高层。1-4 楼承租方拒不退房，并提出各种

无理要求，各部门按照学校要求通力协作，已将有关情况向

有关部门汇报。

7.老五栋决算事宜。已向乌鲁木齐市政府提交减免部分

土地出让金逾期利息报告，等待市政府批复。

8.五栋高层部分集资户正在陆续办理退旧房手续。

四、资产管理工作

1.房改房核销事宜，已将请示、核销明细表、资产卡片

和房屋审批表报送自治区教育厅，正在等待批复。

2.出版社清查事宜：参加出版社资产清查工作专题会议，

并对出版社提供的清查报告中资产数据进行核对。

3.根据《关于做好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项整

治及信息数据录入的通知》，我处已于 2019 年 12 月将相关

专项整治报告和方案报送至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便于我处进

行实时监督和管理，在征得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意后，增加公

车管理平台工作人员，并办理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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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我校与乌鲁木齐惠智通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的废弃

电子产品回收合同已到期，招标采购办先后两次发布《2020

年新疆大学资产处置回收入围单位遴选公告》，但两次皆因

有效报名家数不满足开标条件导致项目流标。故我处起草

《关于确定我校废弃电子产品回收机构的情况说明》，已报

主管领导报备。

5.配合审计人员完成资产科相关资产处置和折旧数据的

审核。

6.做好常规工作。审核指导资产建账和调拨等业务的办

理,在一站式服务大厅中发布科技学院资产调剂通知；整理保

卫处三辆车的报废材料，并就驾校车辆新 A-38286 待报废材

料不全等问题咨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回复:

我校提供相关说明支撑材料，办理处置手续。建工学院咨询

北区报废事宜，我处已对接并督促及时报送报废材料办理处

置手续。已对接资产系统工程师，在系统中对我校新增的县（处）

级机构进行了及时授权，以免影响相关单位业务的办理。督促开

展资产管理人员信息更新工作，在一站式服务大厅中发布

《关于报送单位资产管理人员信息表》的通知，要求各单位

及时办理人员新增和变更手续；做好工程训练中心、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中心、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历史学院资产管理员

信息变更及准备工作。

7.收集有关“新疆大学北区东院 21 号楼电梯采购及安装

项目”资料，按照领导指示，与相关人员及公司接洽,准备应

诉。

http://zcglc.xju.edu.cn/info/1047/2875.htm
http://zcglc.xju.edu.cn/info/1047/28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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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

1.与教育厅联系请求对我校成教楼公开招租事宜尽快

予以批复。

2.资产经营公司正在按照财政厅反馈意见，修改改制方

案。

3.将新疆大学出版社改制方案和资产清查审计报告提

交财政厅征求意见，按照上级部门意见正在抓紧修改。

4.与中介公司联系修改资产清查审计报告有关内容。

六、其他工作

1.继续与武警围墙施工方联系，协调围墙修复及校园进

出有关事宜；继续与园林绿化公司联系，协调研究生院门前

绿地事宜，与地铁施工单位联系，协调农行旁建筑垃圾清运

事宜。

2.5 月 21 日，与校领导、资产经营公司、法律顾问会商

研究北区东院 21 号高层底商纠纷事宜。5 月 22 日，会同资

产经营公司前往新北社区、友好南路派出所等递交《情况通

报》。

3.5 月 24 日至 25 日，对未装修空置公租房进行安全检

查。

4.与计财处、后勤服务中心会商修改“学校公车管理办

法”。

5.督促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图书馆做好十四五规划

相关内容的编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