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培训内容及相关事项

一、培训内容

（一）政府采购领域如何落实十九大精神

1.怎样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2.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的主要指标有哪些

3.具体怎样开展政府采购绩效评价

（二）全国政府采购工作会议要点分析

1.为什么要适当提高相关限额标准，合理确定集中采购目录

2.“互联网+政府采购”的现状和未来

3.政府采购全过程信息公开的发力点有哪些

（三）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解读

1.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出台背景

2.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主要亮点

3. 87 号令与 18 号令的对比分析

（四）《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解读

1.《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出台背景

2.《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主要亮点

3. 94 号令与 20 号令的对比分析

（五）《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解读

1.代理机构的选择原则、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2.《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重点条款剖析

3.代理机构如何实现行业自律和专业能力提升

（六）政府采购热点难点问题解答

1.政府采购价格高、质量差、效率低的原因分析及解决思路

2.0 元中标、1 分钱投标并中标事件的反思

3.防范围标串标的方式方法

（七）招标采购全流程及质疑投诉案例分析

以案说法，通过经典案例，分析招标采购从预算编制、计划

备案、采购委托，到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履约

以及答复质疑、处理投诉等环节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主讲专家

培训班拟邀请国务院法制办专家、财科院专家、87 号令和

94 号令起草编写成员、知名学者、一线实战专家授课，并结合

典型案例和实例分析、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培训结束后，统

一颁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十九大后的政府采购改

革动向、87 号令和 94 号令解读暨经典案例分享”结业证书。

三、培训对象

1.各地财政部门预算、绩效、政府采购等科室相关人员；各地招

投标行政主管部门、各级公管办、行政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相关人员；

2.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所属单位分管财务工作的领导、总会

计师、财会部门负责人、计财处（科）、预算绩效处（科）、

政府采购等科室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3.各高校、医院从事预算绩效管理、政府采购的相关人员。

四、培训费用

培训费：2600 元/人（含资料费、场地费、专家费等）。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本次培训内容及招标采购相关主题，均

可赴贵单位开展内训。

五、培训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03 月 22 日—25 日 （22 日为报到日） 昆明市

2018 年 04 月 12 日—15 日 （12 日为报到日） 南京市

2018 年 04 月 19 日—22 日 （19 日为报到日） 贵阳市

六、监督电话

010-88191622

具体报名电话、传真及联系人见报名表。

七、报名办法

请参加人员按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附后），我们将按报名先后传发

报到通知。



附件2：

十九大后的政府采购改革动向、87号令和94号令解读
暨经典案例分享专题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详细地址 邮编

联系人 E-mail

电话（区号） 传真

参班代表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

住宿安排 □单间 □标间 订房数量 间 □自行安排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刷卡 □现金

指定收款账户
账户：北京中建政研教育科技研究院 账号：11001007200053006700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四支行

发票要求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信息 （专票

请填写 1-5 全部信

息；普票填写 1-2

信息）

1. 开票名称：

2. 纳税人识别号： 3.地址、电话：

4.开户行及账号： 5.开票代码（六位）：

参会地址 □昆明 □南京 □贵阳

其它会议安排:

财科院主办

机关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与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提

升专题

2018 年 03 月 20 日—23 日 （20 日为报到日） 杭州市

2018 年 03 月 28 日—31 日 （28 日为报到日） 成都市

“十九大后的政府采购改革动向，87 号令和 94

号令”解读暨经典案例分享

2018 年 03 月 22 日—25 日 （22 日为报到日） 昆明市

2018 年 04 月 12 日—15 日 （12 日为报到日） 南京市

2018 年 04 月 19 日—22 日 （19 日为报到日） 贵阳市

体改会主办

《招标投标法》修改后招投标市场发展与监管暨

最新政策解读、经典案例分享
2018 年 03 月 15 日—18 日 （15 日为报到日） 杭州市

发改委主办

行政事业单位廉政建设、办公室高效管理暨公文

写作与新闻写作处理技巧专题培训班

2018 年 03 月 27 日—30 日 （27 日为报到日） 西安市

2018 年 04 月 22 日—25 日 （22 日为报到日） 成都市

事业单位工资福利方案设计、岗位设置与岗位评

价暨离退休人员管理专题培训班

2018 年 03 月 20 日—23 日 （20 日为报到日） 厦门市

2018 年 04 月 13 日—16 日 （13 日为报到日） 扬州市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编外人员管理暨津补贴发放

的“红线和底线”专题培训班

2018 年 03 月 24 日—27 日 （24 日为报到日） 南京市

2018 年 04 月 17 日—20 日 （17 日为报到日） 昆明市

事业单位内控制度标准及评价、财政支出的“红

线和底线”暨会计核算与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班

2018 年 03 月 22 日—25 日 （22 日为报到日） 海口市

2018 年 04 月 18 日—21 日 （18 日为报到日） 成都市

报名联系人：刘涛 18610939890 微信电话/传真：010-58937748 邮箱：263075148@qq.com

mailto:26307514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