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财

并财购 〔⒛ 19〕 1号

太原市财政局关于转发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山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鞍 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 (市 、区)财政局,市直各单位,市政府采购中心,各政府

采购代理机构 :

现将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 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

的通知》(晋财购 〔2018〕 狃 号 )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山 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山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

的通知



山西省财政厅文件

晋财购 〔⒛18〕 44号

山西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 《山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的通知

各市、县 (区 )财政局,省级各部门,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省级政府采购中心 ),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文件编制质量,规范采购行为,我厅

根据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号 )等法律法规,经过

研究论证,制定了《山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货物类、服务类 ),

以确保采购活动公平并满足充分竞争。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我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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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山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 (货物类、服务类 )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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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8年 12月 17日 印发



山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 (货物类、服务类 )

一、资格条仵柒用内奋 规范表述 〈使用 ) 法仆侬椐

1,设丑企业法人,将衤业法人、共他缀织和自然人排除的 獠止设珏 《政府采购法》

2‘  限定供应南的所有例形式 (如 田有。独资、合资、合作锊)、 纽织肜式 禁止设置 《政府采 X’9法 实施条例》

3,ˉ夏⒒企业注册资本全、资产总相、啻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钮等

规杖条件的                ~
禁止设丑 《财政部令笫 87号 》

4, 将企业浊册地为未竹、来市、某县 (区 )的供应商作为资格汆件的 禁止设丘
《玖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

《政府琛购法》
5, 设丘啻业执照经啻范田内的共体经啻项目名称作为资格条件的 柒止设盥

6. 要求出具生产厂农报权、承诺、证明、货书的 (进 口货物除外 ) 绦止设工 《财政部令笫 87号 》

7,耍求投标人具有同类项回的从业经验达到多少年以上,要求捉供检测报告 祭止设五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笫 87号 》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⒍ 将行业协会、商会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入田目

泵名单作为资格条件的
棼止设弪

9,将业鲼作为供应商资格条仵 绦止设且 《财政邯令笫 87号 》

10.设工的资质条件与采脚项目反行合同无关或资质要求过南、过低叨显不合

理的

绦止设⒒ (相关法规有明呐适用范田要

求的,如装饰装倏工程资质锑 )

巛政府果购法实施条例》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11.杵田宋,地方行玖机关颁布的法规.规范性文件中未强例使用的资质,认

证作为资格条件的
绦止设工

12 要球提供无犯平纪汞空询 荣止设珏
《政府采购法》《财政部令笫

87号 》

1a,以 共他不合理的条件限俐或褚排斥潜在供应商 棼止设丘
《欢府采脚法》《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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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务柒肤汆用内客 规范表述 (使用 )

M.要球戍标明来-个戚耆来几个特定品弗、南标,商号、专利、版权、酾
型号、特定麻产地、供应南的技术规格的 禁止设丘 《政府米胸法实施条例》

15要求提供指定的检测机构、揩定捡测日煳的检测报告的 绦止设Ⅱ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邯冷饬 87号》

16.要 求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的合法来泺桨逍证明文件揩向唯一的 禁止设丘 《政府采购法》

17.要 球投标人提供岱后服务承诺不符合国宋皈锏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禁止设驳 巛财政邯令笫 87号 》

18,售 后服务耍求明显不合理或指向特定厂商的(加要求甘后服夯玷具有独立门
市碎 )

熔止设丑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19,岱 后服务要求与采购项目无关或超出月艮务范田的 熔止设殁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0,靳 剡的够后服夯睽求、验收办法,苛剡的付欺条件 (灿 收取南比例质倮金徘) 撩止设丑 《政府采购淋实施铋例》
21,设定的交货期限明显不合理的 熔止设丘 巛政府采胸法实施条例》

22,以共他不合理的汆件限例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 禁止设皿
《政府采购法》《欢府采油法

实施条例》
三、采脚钳求汆用内容 规范农述 (使用 )

23,技术、服务等要求揩向特定供应惭犄定产品的 禁止设Ⅱ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笫 87号》

24.贺定、指定、备违、夯考名脐 (含配件 ) 皴止设旺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笳 89号》

25.具有
Ⅱ
知名

”Ⅱ-线”“
同档次

”品牌等不明确的禾购龠求表逑 绦止设Ⅱ
《攻府采购法实施汆例》《财

政部令笫 87号》

26,殍求中林后.签订合同漪对产品再一次进行测试戏,R乐 棼止设丘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邯令笫 87号》

27.指定某例追商戏生产企业的主仵、配件、商标,名 称、设计锊 绦止设皿
《政府采殉法实施汆例》《财

政部令笫 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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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要求标的物生产厂宋出具投杈、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实质性要求或中标

(成交)汆件.

禁止设丑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玖邯令笫 87号 》

29,对标的仂设丘的要求与汲行合同无关的; 熔止设JF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笫 87号 》

30.将 日衣、地方行政机关颁布的法规、规范性义件中未强制要球使用的认证作

为对标的物的实质性妥球;

禁止设迁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笫 87号 》

31.杆非囹东权成部门对标的仂做出的资质、认证作为实质性响应内容或中标

(成交)条仵的
荣止谀珏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邯令笫 87号 》

32,将 田务院已明令取诮的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衤项作为中标 (成 交 )

条仵的
禁止设Ⅱ

《政府采胸法实施东例》《财

政邯令笳87号》

33有和原设备无楚、流畅对按锑要求,却不标明和原设备对接的技术指标 ,戏

技术参救的,或钳要对接的怕况介绍的
棼止设迸

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第 87号 》

34.妥 求提供指定某一级检测机构、某一邡门检浏机构、某一日瑚的检浏报告的. 禁止设五
《玟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邯令第 87号 》

35,耍求标的物捉供杈戍机构出央的检浏报告、产品官网、功能找田锦. 棼止设珏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笫 87号 》

36,以 共他不合理的条仵限例戏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 禁止设丘
巛政府采购珐》《政府采胸法

实施条例》

四、讶分办法和讦分标准汆用内各 规范农述 (使用 )

37,将供应南资格条件、跬册资本、资产总损、啻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

税妖罅规枝条件作为讦分标准的
飧止设且

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巛财

政部令第 87号》

38,将 国务眈已明令取消的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书项作为评分标准的 禁止设丘
《政府采购法实施架例》巛财

砍邮令笫87号》

39.指定专利。商标、名称、设计、尿产地戎生产供应商 绦止设⒒
《攻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邯令笫87号》

40,以 特定行政区坡戍耆特定行业的业线、奖顼作为加分条件戏衬中标、成交条 绦止设⒒ 《政府采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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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的

41.杵产品先进性,犰定性、成诂性,市场认可庋、产品的市场占有串够伏糊表

述,井规定曲专农白由打分
禁止设盂

巛玫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笫 87母 》

42,将削迫商、代理商出具的经销代理协议、笛后服务授权函作为评分条件 禁止设苴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第 87号》

“,将产品中某一邯件的检浏报告作为评分条件 禁止设工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第 87号》

44,单独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分因尔 柒止设丘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巛财

政部令笫 B7号》

45将同一项目宋例 (业缄)攵 欠加分 禁止设咒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玫邯令笫 87号》

06评分标准未Ⅰ化的·未与评申困尔揩标相对应 禁止设五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部令第 87号 》

47,分位设丘与产品质Ⅰ、服夯柑求无关 菸止设丘
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巛财

政邯令第 87号》
48,样 品评申只对样品外观进行评审,没有细化评申细则的,对评申困素I化 、

农述诀糊的
禁止设蹑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邯令笫 87号》

49,招 标义件未写明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不佴作为评审的侬据 绦止设显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

政邯令笫 87号 》

50.以 共他不合理的桊件限俐域耆排斥潜住供应两的 熔止设至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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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财政局 ⒛19年 1月 7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