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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周报
（2022 年 1 月 10 日—2022 年 1 月 16 日）

一、招标采购工作

（一）“双一流”建设项目进展

1.1 月 10 日，新疆大学 2021 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

改革项目（第二批）（地方配套资金）一期（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院），在新疆政府采购网发布公告，项目拟于

2 月 8 日开标。

2.1 月 11 日，完成新疆大学 2021 年自治区支持地

方高校改革项目（第二批）二期（地矿学院专用设备采

购），督促项目单位做好合同签订等后续工作。

3.1 月 11 日，收到财政厅转发的北京赛泰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核验新疆大学 2020 年度“双一流”

建设项目（二期）第十二包“多材料高精度生物 3D 打

印机”预中标产品测试方案（新疆大学版）的说明函”，

对接联系机械学院对比说明函与质疑事项出入内容，并

出具说明材料；1 月 13 日，向财政厅提交我校关于该

事项的说明材料。

4.1 月 12 日-13 日，完成 2021 年双一流建设项目

中家具与打印机设备项目的供货工作，督促各学院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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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等后续工作。

（二）新校区建设项目工作进展

5. 1 月 10 日-12 日，督促各学院及时整理并提交

多媒体搬家项目付款材料，及时完成付款工作。

6. 1 月 12 日-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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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启动再次招标。

7.1 月 14 日，会同党委宣传部、审计处、计财处、

教务处、基建处、图书馆召开专题会议商讨博达校区图

书馆文化建设项目、1 号 2 号教学楼内部文化建设项目、

室外景观提升项目组织开展事宜，要求图书馆进一步明

确项目推进方式，教务处和宣传部对各自负责项目按照

先落实设计方案再行组织招标的方式加紧推进。

（三）新校区新建项目工作进展

8.1 月 10 日，会同审计处、基建处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讨论新校区绿化项目调研情况反馈，形成专题会议

纪要报呈大学领导，1 月 14 日督促后勤服务中心进一

步确认新校区绿化项目预算额度，拟 1 月 17 日交由代

理公司制定预审文件进场组织开展资格预审。

（四）校内其他招标采购项目及其它工作进展

9.1 月 10 日，完成新疆大学体育场馆预约管理系统

建设项目，催促体育部做好项目合同签订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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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月 10 日，处领导前往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

咨询了解 2022 年预算下达前招标采购工作推进政策，

协调科研经费采购项目组织实施。

11.1 月 10 日-14 日，完成新疆大学红湖校区 1-5

号学生宿舍楼结构安全性鉴定项目和红湖校区 1 号、3

号学生宿舍楼修缮工程设计项目磋商文件的编制审查

与修改，已反馈基建处审阅，待进行文件会签、挂网工

作。

12.1 月 10 日-14 日，整理近几年招标采购资料，

为档案移交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13.1 月 11 日，约谈 2022 年入围代理机构 1 家，

要求代理机构做好内部协调工作，避免影响学校招标采

购项目进度。

14.1 月 11 日，向大学办公室法务科提交 2022 年

招标代理合同制式模板修改的情况说明。

15.1 月 12 日，会同审计处邀请代理机构业务负责

人，进行工程总承包相关知识讲授。

16.1 月 13 日，新疆大学催化裂化生产工艺流程型

装置采购项目项，已委托代理机构，目前正进行前期招

标文件的制作工作。

17.1 月 13 日，参加基建处组织的 21 号公寓楼建

设项目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选用的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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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月 13 日-14 日，对接党委组织（人事）部关

于新疆大学 2022 年度劳务派遣服务采购项目磋商文件

的修改意见。

19.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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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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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饮品档口合作经

营项目、新疆大学博达校区（新校区）学生餐饮管理服

务中心南苑餐饮广场二楼餐厅自助区档口合作经营项

目、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包装食品

档口合作经营项目，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招标公告。

20.1 月 13 日，与计财处专题对接 2022 年度政府采

购项目预算执行相关情况，1 月 14 日完成近期急需推

进项目所需政府采购预算额度清单，拟下周再次对接计

财处后续事宜。

21.1 月 14 日，新疆大学合同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反馈前期报名等相关情况，对接下周开标相关事宜。

22.1 月 14 日，督促入围单位缴纳履约保证金。

23.1 月 14 日，参加基建处牵头组织的建筑工程学

院、信息工程学院、旅游学院装修修缮项目选用施工单

位的专题会议。

24.1 月 14 日，会同计财处，对接教育厅、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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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汇总生成上报 2022 年政府采购年报数据。

25.完成 18 项供货合同审批签字流程；完成 1 项招

标代理合同签字流程；完成 1 项中标通知书签字审批流

程。

二、房改工作

（一）房改办证工作

1.前往市房改办办理一退一买资料审核。

（二）公租房、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

2.校内公租房管理：分配公租房 3 套，发放钥匙、

水电气卡，签订合同；收回公租房 3 套，收回钥匙、水

电气卡，押金等退款手续；本批装修公租房整改问题复

验，钥匙、卡移交；本批装修公租房部分房间换锁；本

批装修公租房安装窗帘；协调部分公租房维修事宜；保

卫处、附中签订单位公租房合同。

3.十七户廉租房管理：1 户退房，通知 1 户办理入

住手续。

4.保障房管理：收取 1 户保障房申请资料。

（三）其他工作

5.督促工程师尽快对房产管理系统测试，导入最新

数据。

6.回复教职工各类咨询，出具各类相关证明材料。

7.1 月 12 日，向学校专题汇报《近期各单位用房调

整分配建议》，根据要求，进行修改完善。

三、高层办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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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批 248 户进度：有一户住保局核查出有

房改房，导致需重新清房，第二批住户需重新填报各类

汇总表、资金审核表等，并重新到区市各相关部门盖章，

极大影响办证进度。已向校领导汇报，要求离退休服务

中心对该教职工进行批评教育。有几十户未提供集资当

年职级评聘文件和职称证，已联系组织人事部和教师工

作部协助查找，同时逐一电话通知住户补交。

（二）还有部分住户尚未提交孩子户口或承诺书，

正在收集整理，准备再次电话通知。

四、资产管理工作

1.与学工部联合下发关于调配学生党团活动室固定

资产的通知，并要求各单位资产管理人员积极配合。

2.向主管校领导汇报《新疆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管理

办法（试行）》《新疆大学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实施细则

（试行）》《新疆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实施细则》三

个制度的修订情况，将按照发文流程完成后续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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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完成 2021 年度资产大类汇总

表、2021 年底资产决算查询两张表的填报工作，已向计

财处提供相关数据。三是督促思必得公司优化系统统计

查询模块。

五、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

（一）博达校区和红湖校区部分商铺已走合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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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流程。

（二）将经营性房产管理方案报学校后，按照校领

导意见进行修改，准备走重大事项。

（三）根据电信、移动、铁塔等单位陆续签订合同。

（四）对资产公司提出的博达校区大学生服务中心

招租提出意见，准备尽快安排公开招租。

六、其他工作

（一）参加组织人事部召开的专题会议，与各单位

商议引进人才住房保障方案，并根据大家意见修改方案。

（二）根据工会、基建处意见，起草博达校区第二

批团购房分配方案，提交新校区住宅专班讨论。

（三）1 月 13 日，参加学校博达校区文化建设专

题会议。

（四）1 月 11 日、1 月 14 日，会同相关部门与和

兴房产沟通交涉团购房新增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