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周报
（2022年 2月21日—2022年 2月27日）

一、招标采购工作

（一）“双一流”建设项目进展

1.2 月 22 日，对接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协助双一流

建设办公室做好 2022 年度双一流资金用款支付计划上

报工作。

2.2 月 24 日、25 日，参加双一流建设办公室组织

2022 年度双一流建设项目论证会。

3.2 月 23 日，对接研究生院、计财处，做好研究生

院双一流建设采购设备项目申报工作。

（二）新校区建设项目工作进展

4.2 月 21 日，参加校领导召集新疆大学博达校区绿

化工程项目预算变更专题会议，项目做终止处理后启动

二次招标采购工作，项目拟于 3 月 8 日开标。

5.2 月 25 日，对接基建处做好新疆大学博达校区 13

号学生宿舍楼建设项目设计工作，项目拟于 2 月 28 日

开标，要求基建处做好采购人代表及监督人员选派工

作。

6.2 月 25 日，对接资产经营公司新疆大学博达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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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检测）采购项目，项目拟于

2 月 28 日开标，要求资产经营公司做好采购人代表及监

督人员选派工作。

7.2 月 25 日，联系对接图书馆、新疆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催促审核新疆大学博达校区图书馆文化建设项目

竞争性磋商文件。

8.2 月 24 日，对接后勤服务中心，要求做好我校两

辆特种作业车采购需求制定工作。

9.2 月 23 日-25 日，联系党委宣传部，督促推进博

达校区校园文化建设项目；联系基建处，督促尽快遴选

第三方造价公司。

10.2 月 23 日-25 日，联系对接图书馆催促做好电

子沙盘和古籍数据库采购项目采购需求编制工作。

11.2 月 24 日，对接新疆大学博达校区后勤保障设

备（挖掘机）采购项目，再次催促后勤服务中心做好项

目需求论证和价格市场调研工作，以便启动再次招标。

（三）校内其他招标采购项目及其它工作进展

12.2 月 24 日，新疆大学 2022 年度劳务派遣服务采

购项目开标，督促组织人事部做好合同签订工作。

13.2 月 21 日-23 日，对接学术交流中心，修订新

疆大学 2022 年红湖校区 21 号公寓楼设备采购项目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经会审后于 2 月 23 日发布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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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于 3 月 7 日开标。

14. 2 月 23 日，新疆大学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特

色风味小吃档口合作经营项目（第五标段）开标，催促

餐饮服务中心做好合同签订工作。

15.2 月 23 日-25 日，对接新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修订新疆大学 2022 年红湖校区 21 号公寓楼家具采购项

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经待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审核后发

布招标公告。

16.2 月 25 日，对接新疆大学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

心友好校区餐饮广场二楼左侧的餐厅托管经营项目，校

内专家及监督选派工作，项目拟于 2 月 28 日开标。

17.2 月 24 日-25 日，会同大学办，研究推进博达

校区行政楼三楼大会议室桌椅采购事宜。

18.2 月 26 日，对接大学办公室，协助做好文件投

递柜供货安装事宜。

19.完成 17 项供货合同审批签字流程；完成 22 项

正式合同盖章流程；完成 2 项招标代理合同签字盖章流

程；完成 3 项中标通知书签字审批盖章流程。

20.2 月 21 日，向审计处反馈《新疆大学建设工程

全过程跟踪审计实施办法》修改建议。

二、房改工作

（一）房改办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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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梳理 8-12 号楼拆迁户 108 户搬迁情况。

（二）公租房、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

2.校内公租房管理：分配校内公租房 4 套，发放钥

匙、水电气卡；收回公租房 5 套，收回钥匙、水电气卡，

押金等退款手续；本批装修公租房联系家具供货安装，

家电、窗帘、家具合同校内审批流程；协调部分公租房

维修事宜；

3.十七户廉租房管理：2 户退房，通知 2 户办理入

住手续；4 户教职工购买雅和佳园团购房，联系住保办

退出廉租房保障资格。

4.保障房管理：4 户教职工因购买雅和佳园团购房，

联系住保办退出保障房资格；收取 4 户保障性住房申请

资料。

（三）其他工作

5.联系房产系统软件公司，对接房产管理系统部分

字段事宜。

6.房改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8-12 号楼拆迁遗留

问题。

7.联系自治区住房资金监管中心，申请验收 2019、

2021 年防水，回复待天气转暖，屋面冰雪融化后验收。

8.回复教职工各类咨询，出具各类相关证明材料。

三、高层办证工作

（一）第二批 247 户进度。其中：第一部分 243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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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市住保局存档工作。因少部分住户迟迟未交市房

产交易中心所需未成年子女资料和承诺书，已逐户电话

通知；同时，下周准备将第二批材料齐全住户提交市房

产交易中心；第二部分的 4 户材料，下周将重新到自治

区和乌鲁木齐市各职能部门盖章。因部分住户提交资料

非常拖拉，多次电话催促仍不及时提交，为加快工作进

度，本批住户资料齐全的将优先办理，不再等待。

（二）第三批住户材料已准备完毕，准备送市住保

局审核。仍有部分住户多次催促未交材料，我们也决定

不再等待，分成小批量，多批次，资料齐全的优先办理。

（三）东 21 号楼。根据乌鲁木齐市规划局意见，

要求基建处到市规划院制作对比图，补充资料后再申请

分段规划验收。

四、资产管理工作

（一）《新疆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管理办法（试行）》

已修订完毕并提交大学办公室；《新疆大学固定资产处

置管理实施细则》正在修订。

（二）做好常规工作。一是处理部分单位资产建账、

调拨审核、调剂、更换资产管理人员等。对部分单位资

产管理业务进行指导。二是汇总整理 2022 年第二批资

产处置在 OA 进行公示。三是与计财处核对 2022 年 1 月

新增固定资产情况。四是 2022 年度第一批固定资产处

置工作报请党委会审批。五是完成 2021 年度资产年报

工作。六是完成高等学校资产实物量情况表的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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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

（一）经营性房产管理方案上报校党委研究。

（二）对节前公开招租和校属企业自用房合同发起

合同签订流程。

六、其他工作

（一）2 月 20 日完成雅和佳园第二批团购房分配，

协调安排签约场地、桌椅、网络等事宜；与开发商密切

协作，24 日、25 日集中签约，协调处理教职工大量问

题。根据 25 日签约情况，逐户通知未签约人员及时签

约。

（二）东 21 号楼负一至四层消防问题。组织新疆

大学设计院查阅相关资料并实地查勘 。25 日上午，约

自治区建筑设计院专家现场勘察，听取意见建议，下周

准备约市建设局有关专家现场踏勘。

（三）2 月 21 日，会同保卫处、出版社，实地查看

出版社旁车库，拟作为出版社印刷场地。

（四）2 月 23 日，会同资产经营公司、商学院，实

地查看友好校区西院第二实验楼，拟为新疆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选择办公地点。

（五）2 月 21 日至 26 日，联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历史学院及大学办，沟通研商公用房事宜。26 日，

会同历史学院实地查看红湖校区 2 号楼一层、二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