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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日等大学仪器采购模式

国内高校仪器采购标准流程和面临的问题

北京大学仪器设备采购工作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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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曾任美
国西北大学医学院Elsa Swanson 讲席
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力平，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教授，曾席振峰 院士，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邓兴旺 院士，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
曾 任 耶 鲁 大 学 冠 名 终 身 教 授 （
Daniel C. Eaton Professor）

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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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David Geffen医学
研究学院院长，曾任该校分子医学研究所
主任。

任英国剑桥大学地球系、物理系副研究
员和英国East Anglia 大学环境学院高
级研究员。

黄岩谊，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
中心副主任，工学院教授，斯坦福大学
生物工程系和加州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
博士后。

孙俊良，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特聘研究
员，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材料与环
境化学院副教授。

赵进东 院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中科院水生所所长，曾先后在美国宾
州州立大学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美国ABI
公司研究员。

席振峰 院士，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曾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催化研究中心
Takahashi教授课题组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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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文献调研方式，结果是什么呢？

检索中国期刊网、维普网、万方三大数据库：

 搜索 国外高校采购或美国高校采购等内容均无结果

 稍相关的是一篇写于1999年《美国高校物资采购供应》，基本未涉及科学仪器采购，以小额物资为主

 搜索国外政府采购相关，共有21篇文献： 搜索国外政府采购相关，共有21篇文献：

 美国政采始于1792年，年均3万亿美元，占比财政支出30%，但大学特殊，实行分散采购，自由度大

 英国政采始于1782年，财政部下设政采办公室

 德国政采历史悠久，政采范围广

 法国政采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和单一来源四种方式

 俄罗斯政采采用政策统一、分散采购的方式

 日本政采特别强调信息公开，并采取“分散采购制”

 韩国政采于2002年即建成在线政采网，招投标均通过网络进行

起步早

规模大

鲜对高校有约束

分散采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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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
来源：周立平教授，曾任剑桥大学副研究员
分级审批管理方面与北大类似

≥2.5万£

学校招标/谈

校采购部门

单一来源审批

提交单一来源申请

用户需求
(含所有仪器)

1000-2.5万£

直接供货

学校招标/谈
判

科学仪器采购网

采购网以外

单一来源审批

院系主管

3家报价/审批
独家

自行采购，信
息公开

≤1000£

提交单一来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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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公立）
来源：孙俊良研究员，曾任斯大副教授
学部自主，各学部事务局长的责任和决定权大

学校没有专门的采购管理部门

所有的采购都由学部或学院自主完成

在一定限额之上的需要招标采购

招标由学部或学院自行组织完成

单一来源审批由学部或学院委派教授共同商定

跨学部/院系的公共设备采购，由牵头学部/学院组织完成

即使100欧元的采购也需要在网上公开

所有采购接受严格的审计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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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慕尼黑大学

来源：颜学庆教授

特点：无采购部门，财务部门报备，教授更加自主

≥25000€ 公开招标

2500€-25000€

500-2500€

＜500€ 教授自购，财务报销

提供报价单（1家），
向财务部报备

提供3家报价，向财务
部报备

1、由财务报州政府
2、在州政府网站公
示招标信息2周
3、由教授自行组织
招标
4、由教授、课题组
成员和财务人员评标
5、基本根据教授意

愿决定中标，但财务
部有否决权。



美国（私立）：耶鲁、加州理工、斯坦福

来源：邓兴旺院士、赵进东院士、黄岩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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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e

教授超级自主、环节简单

用户填写需求
，等待收货

秘书向厂家
下单

学校财务
部门

通知财务付款

提醒账户变化

在Yale，即使买大几十万的
仪器设备也是不用招标的，只要
经费有，交给秘书，不用排产的
话，三个星期内到实验室了。



美国（公立）：UCLA、西北大学
加拿大（公立）：UBC
来源：吴虹、饶毅、张新祥教授

有主管副校长，设置对副校长负责的采购官和办公
室，管理架构和分级审批均与国内高校类似

财务主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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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UCLA18年，从来没有听
说过政府采购对大学有要求或约
束，政府采购对大学应该是有特
殊政策的。

校级采购部门

院系采购主管

用户课题组

≥10万$的招标/谈判/单一
来源审批

5K-10万$的招标/谈判/单
一来源审批

5K$以下按规则自行采购

采购规则培训



日本：国立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

来源：席振峰院士、东大网站

•由东大本部契约科组织招
标,在文部省网站公示

≥1600万￥

（约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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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達情報一覧表（H28年3月）

調達件名及び数量

本学契約者名 契約の相手方
契約年月

日
契約方式

契約金額（税
込）

所属・役職 氏名 住 所 名称

アジレントテクノロジー社製 ガスクロ
マトグラフ四重極ＭＳシステム
7820/5977B一式

工学系・情報理工
学系等事務部長

後藤 秀逸
東京都千代田区鍛冶町1丁
目8番6号

株式会社池田理化 H28.3.10 公開見積合せ 5,940,000円

島津製作所製Prominence高圧グラジエ
ントシステム（PDA検出器）一式

工学系・情報理工
学系等事務部長

後藤 秀逸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3丁目44
番2号

理科研株式会社 H28.3.10 公開見積合せ 5,778,000円

日立ハイテクノロジーズ社製 卓上顕微
鏡Miniscope TM3030Plus一式

工学系・情報理工
学系等事務部長

後藤 秀逸
東京都江東区富岡二丁目11
番6 号

ヤマト科学株式会社 H28.3.14 公開見積合せ 6,023,160円

•由学部组织招标采购1000-1600万￥

•采用定向公开询价的方式，
最低价原则采购

500-1000万￥

•用户可自行采购，但必须
信息公开

＜500万￥

 单一来源采购由学校自行审批，如被质疑，转为谈判或招标；
 对于配置统一、较通用的科研、办公设备，通过竞价系统；

鏡Miniscope TM3030Plus一式 学系等事務部長
後藤 秀逸

番6 号
ヤマト科学株式会社 H28.3.14 公開見積合せ 6,023,160円

原子力専攻（東海）に係る核物質防護他
の構内警備業務

工学系・情報理工
学系等事務部長

後藤 秀逸 東京都文京区目白台2-7-8
セコムジャスティッ
ク株式会社

H28.3.18 一般競争 12,906,000円

原子力専攻（東海）入構管理他業務
工学系・情報理工
学系等事務部長

後藤 秀逸 茨城県水戸市袴塚2-4-46 株式会社アビック H28.3.18 一般競争 9,460,800円

米国イルミナ社製HiSeq2500及びcBotの
保守業務

分子細胞生物学研
究所 事務長

加藤 貴彦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3-44-2
理科研株式会社東京
支社

H28.3.18 一般競争 10,476,000円

プリズム分光型共焦点顕微鏡 財務部長 平野 浩之
東京都千代田区鍛冶町1丁
目8番6号

株式会社池田理化 H28.3.22
特定調達（最低
価格落札方式）

43,794,000円

東京大学（駒場Ⅲ）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ロッジ駒場ロッジ本館他清掃業務委託

財務部長 平野 浩之
埼玉県さいたま市中央区新
都心11番地２

株式会社クリーン工
房

H28.3.3 公開見積合せ 5,184,000円

米国サーモフィッシャーサイエンティ
フィック社製 AppliedBiosystems
7500 Fast リアルタイムＰＣＲシステム
一式

医学部附属病院
事務部長

塩﨑 英司 千代田区九段下1-6-2 東和科学株式会社 H28.3.16 公開見積合せ 6,048,000円

東京大学山上会館及び龍岡門別館管理業
務 一式

財務部長 平野 浩之
東京都豊島区南大塚3-36-
7 南大塚T&Tビル3F

株式会社日本環境ビ
ルテック

H28.3.8 一般競争 14,391,648円

平成28年度学務システム保守（ソフト
ウェア） 一式

情報システム部長 稲垣 博明 大分県大分市大字西ノ州1
新日鉄住金ソリュー
ションズ株式会社
大分支社

H28.3.31 随意契約 10,797,840円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来源：清华林金明教授

与美国不同，日本基金必须写明品牌、价格、
型号，随意更改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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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研究费项目申报

填报采购计划：品牌、型号、价格

基金会组织专家审核

无需招标，直接采购

相当于NSFC

厂商提供咨询

审核价格、科研用途等

严格按照评审结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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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特点：

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既严格又科学，避免“一刀切”，赋予高校自主权；

学校拥有独立确定采购方式和独立采购的权限；

以主动和充分信息公开替代向政府报批的环节；

以含税下拨经费的政策替代科教免税政策；以含税下拨经费的政策替代科教免税政策；

审计和监管严格，违约成本高；

采购环节简单，周期短；

信用体系完善，价格公开透明，议价环节简便。

个性特点：英国、瑞典和日本的公立大学是典型制度化完善的
系统，各学部事务局长有很大的责任和决定权，风险也大。美
国私立大学有超大自由度，没有任何环节；美、加公立大学设
置对副校长负责的采购官及办公室，与我们类似。



国内高校仪器采购标准流程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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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仪器设备采购面临的问题：

国内高校仪器采购标准流程和面临的问题

2016年两会，大连理工大学副校

长宁桂玲教授在《关于授权教育部直长宁桂玲教授在《关于授权教育部直

属高校进行深化政府采购改革试点工

作的议案》中，对高校仪器设备采购

现行政策与实际工作的矛盾进行了全

面、深刻的剖析。



政策法规
问题汇总：

国内高校仪器采购标准流程和面临的问题

 政策不以采购需求为立法目的，体系凌乱，部分法律之间甚至抵触和矛盾；

 过分突出政府部门对采购过程的监管，权力过于集中，审批环节过多，采

购程序复杂，周期长，效率低；

行政审批
 未赋予高校充分的采购自主权，学校无独立确定或变更采购方式和独立采

购等权限；

 过分强调规模效益，忽视了采购效率

 忽略教学科研“高、精、尖”，以满足基本使用需求为目的，品牌的创新

投入无法得到体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屡见不鲜；

 过度依赖第三方评价，未有效保障采购人权益。专家库领域划分粗，无法

实现“对症下药”。一线专家大多没有时间参与。

过程组织

行政审批



北京大学仪器设备采购工作的实践探索

北京大学仪器设备概况

组织管理架构

北大仪器设备采购模式：

制度化建设

设备采购工作流程与分级管理模式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

信息化建设

风险控制



 截至目前，北京大学仪器设备总值：60亿，27.8万台

 40万人民币以上大型科学仪器设备1651台，金额23.5亿

 400万人民币以上超大型科学仪器设备91台，金额6.5亿

 2015年采购9亿元+试剂耗材约2.5亿元=11.5亿元

 其中近70%，6.2亿为进口仪器

北京大学仪器设备概况

 70% 6.2



 2015年我校采购仪器设备9.02亿元（此外试剂耗材2.4亿）

 国内：2.82亿元

 国外：6.2亿元，签订外贸合同1051个，办理免税889个，免除税款0.73亿元

 招标 85个，成交金额1.3亿元

 免招标155个，成交金额1.1亿元

谈判/竞争性磋商37个，成交金额2.5亿元

北京大学仪器设备概况

 谈判/竞争性磋商37个，成交金额2.5亿元

 冷冻电镜（6860万）、球差电镜（4000万）

 通用设备采购1.3亿元

 零散采购（协议+竞价、自购、政采)：1.047亿元，占80.2%

 批量采购（招标）：2574万元，占19.8%

 人员配置(7人，含3名合同制员工)：

 论证(1人)->招标(2.5人)->合同(1.5人)->免税(1.5人)->结算(1人)

 经费管理及竞价系统等（0.5人）



组织管理架构

 完善的组织架构，健全的决策机制

校长签署法人授权

主管副校长直接负责

招标领导小组集体决策

设备部具体执行 指导



制度化建设

 国法--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体系概况：



 校规--制度建设先行，保持工作持续、稳定、规范运行：

 《北京大学实验室工作条例》校发[2006]261号

 《北京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校发[2006]262号

 《北京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校发[2006]263号

制度化建设

《北京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校发[2006]263号

 《北京大学国内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校发[2006]271号

 《北京大学仪器设备招标采购管理办法》校发[2006]272号

 《北京大学科教用品进口管理办法》校发[2006]274号

 《北京大学免税科教用品管理办法》校发[2006]275号

……等36项规章制度。



分级管理的价格区间 采购工作流程

1万元以下 申请人自购，持发票报销

1万-5万元 申请人自购，持合同与发票报销

5万-国产设备20万
5万-进口设备40万元

1.国产：自购，设备部根据数据库信息进行审核和备案。申请人持审核后
的合同与发票报销。
2.进口：在申请人初步确定配置和价格后，设备部二次询价（此环节平均

降价3%）；设备部负责签订外贸合同、免税、付款、结算等（一站式服务）

设备采购工作流程与分级管理模式

国产设备20万-120万元
进口设备40万-120万元

1.单台套40万以上的设备，在采购前组织论证；
2.设备部组织招标采购；
3.开标不足三家时，设备部现场直接组织谈判或竞争性磋商；
4.对于很明确的单一来源或试制类设备，申请人可直接提交经学院审批通过的
免招标申请，由设备部公示无异议后审批，并向领导小组报备；
5.设备部负责签订合同、免税、付款、结算、参与验收等后续工作。

120万元以上

1.设备部组织招标采购；
2.标书售卖期结束不足三家时，设备部结合论证意见向领导小组提交变更采购
方式申请，领导小组邮件审批通过则由设备部组织谈判或竞争性磋商，若未通
过则由设备部重新组织招标。连续两次招标失败，可由设备部再行组织谈判或
竞争性磋商。

＜20万元目录内设备 网上竞价+协议供货

所有信息全部公开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论证

 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单台套≥40万元）

1、购置重复性检查（根据存量和使用率）

2、需求满足性检查（根据即将开展的工作）

3、采购方式建议和询价合理性检查（根据论证专家采购经验）

4、拟定标书的技术条款（根据招标的规则）

经论证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招标

 招标采购

1、适用范围：

• 单价或批量20万元（含）以上的国产设备（含目录内设备）

• 单价或批量40万元（含）以上的进口设备

2、组织流程（从提交申请到中标结束约30天）：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招标

代理机构招标 北大自主招标

重视程序合法 程序严格和采购结果并重

依赖第三方（专家）评价 结合用户使用需求充分论证调研

评价体系程式化 结合指标条款和需求特点，“定制”评价体系

专家领域划分粗，非一线居多 专家领域细化，均为科研前沿一线工作者

 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与北大自主招标的区别：

专家领域划分粗，非一线居多 专家领域细化，均为科研前沿一线工作者

北大自主招标的高性能计算集群作为唯一高

校教研类机构成功入围TOP100榜单，是目前国

内高校最快的计算机群。



 免招标采购

1、适用范围：

• 单价或批量20万元（含）—120万元（不含）的国产设备（含目录内设备）
• 单价或批量40万元（含）—120万元（不含）的进口设备

2、适用情形：

“技术唯一性”、“原有项目一致性”、“研制或合作开发”、“紧急采购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免招标

“技术唯一性”、“原有项目一致性”、“研制或合作开发”、“紧急采购
”、“招标失败”等

3、审批流程（1周）：

用户填写免招标申
请表

院系审核盖章交设
备部 网上公示1周

如果有质疑，应答
澄清

无质疑或质疑撤销，设备
部审批，否则不予审批



 120万以上变更采购方式：

1、法规要求（周期3个月至1年不等，实际操作往往选择…）：

1、两次招标失败
2、组织外单位专家

论证
3、报教育部审核 4、报财政部部审核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变更采购方式

据统计，相较预算，北京大学委

托招标代理机构执行的招标项目
5、公开征求意见 6、有质疑，再论证 6、审批通过或回到2重新走程序

2、我校做法：公开招标，投标不足三家情况下，将前期论证中专家给出的采购

方式建议和相关情况邮件提交领导小组审议。审议通过后可直接变更为谈判或

竞争性磋商。

托招标代理机构执行的招标项目

平均节省经费7.5%，北京大学自

行组织招标、谈判或竞争性磋商

的项目平均节省经费20.9%。即

使在价格有此优势的情况下，学

校自行组织采购的项目也会获得

更多的保修服务和配件赠送。



经领导小组批准，

设备部应用单一来源谈判方式以全球最低价引入亚洲首台Nion球差电镜

 北大电镜室球差电镜招标项目，高
能量分辨率球差电镜供应商为美国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变更采购方式

能量分辨率球差电镜供应商为美国
Nion公司，中标金额410万美金

 谈判专家组包含5位院士，俞大鹏院
士为用户代表

 由于前期的充分沟通与调研，Nion
公司总裁专程参会，表示对亚洲首
台Nion高能量球差电镜的重视，坦
言此次报价仅为其在美国本土价格
的2/3，亦为全球最低价



北京大学“国家核磁中心”项目通过

竞争性磋商以全球最低价引入

 700M核磁北大110万美元，比哈佛149万

美元低26%，低于国内平均采购价35%

 亚洲首台800M核磁北大160万美元，比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变更采购方式

 亚洲首台800M核磁北大160万美元，比

招标公司公示的中标价低30%左右

 亚洲首台950M核磁仅为欧洲价格1/2

 经统计，我校现有的15台大型核磁共振谱

仪，与预算相比共为学校节省经费5000

余万元。



进口仪器国际比价制度

起因：教授抱怨进口设备国内价格比国外高出太多

措施：建立相同设备国内外价格比对数据库，在采购

调研环节进行“国际比价”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国际比价

查询、完善以往采购数据资源

查询国外研究机构、大学公开的采购信息

咨询归国教授国外采购价格

通过科研合作联系，直接咨询国外教授

目的：避免不合理的价差

5.60万美元

5.28万美元



 目录内通用设备的采购：“北京大学协议供货”+“网上竞价”

集中采购的问题

•高校与政府机关对目录内设

备的需求不同；

•不同科研工作决定了设备配

置的不同，无法实现归一化

协议供货制度建设

•公开招标，由各院系用户代
表和领域专家评选；

•供应商服务标准受《服务协
议约束》；

优势及效果

•平稳运行10余年

•产品在价格，质量，可选型
号，送货速度，服务距离、
速度、质量方面均优于政采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目录内设备

I7处理器，
￥9999

￥24600
置的不同，无法实现归一化

批量采购；

•品牌、型号、配置有局限

•无法根据学校需要搭建长期

的服务框架

议约束》；

•通过引入竞价系统，控制采
购价格合理性；

•建立投诉数据库，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建立末尾淘汰机制，排名落
后者会被新的实力更强者取
代。

速度、质量方面均优于政采

•竞价系统上线后，价格水平
基本与京东、国美、苏宁等
电商持平，结合我校协议供
货在服务方面的传统优势，
得到很多兄弟院校的借鉴。

I7处理器，
￥8690

I5处理器，
￥9378

24600

￥29798



老师提交购
买材料

按邮件通知
付款、结算

建固定资产

 外贸流程

 一站式服务，与老师在国外大学工作时无区别

 由设备部承担所有的外贸、结算工作，对老师透明。

主要工作环节与案例介绍—外贸与免税

买材料 付款、结算
建固定资产

价格和
商务谈
判

委托外
贸公司

签订外
贸合同

向外贸
付款

免税

办理

通知外
贸公司
联系外
商发货

到机场
提货，
送至实
验室

与外贸
公司结
算

与老师
结算

由设备部承担平均每单降价3%；
每年1.4亿小额；
为学校节约420万。

招标遴选外贸代理；
代理费优惠

专员负责，北京地区
高校唯一

独立财务



信息化建设

 采购管理系统、竞价系统、设备信息实时查询系统、基于网上签名的建账系统……

基于采购流程的“红绿灯”管理过程管理“红绿灯”

基于协议供
货制度



 风控意义：明确权责、防范风险、构筑廉政

 风控措施：查找存在风险，制定解决方案，严格落实执行，保证工作严谨

 信息公开是最好的风险控制措施：北京大学所有采购价格和进程实时对内公开

 集体决策重大或特殊采购政策及事项

 制度先行、管办分离、环节分立、互相监督

采购风险控制

决策：学校仪器设备招标采购领导小组

预算：财务部 计划：科研部、学科办 监督：审计、纪委执行：设备部

指标论证 招标组织 合同管理

多部门分工：管办分离

多办公室分工：环节分立



对于未来，我们的展望和期待

 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

院院士大会上，克强总理首次提到高

校设备采购的特殊性，提出简化采购

管理、赋予高校采购自主权。其表述

与总理北大调研后，我们提交的意见

稿基本一致。稿基本一致。

 6月2日，我校向教育部提交报告，总结我

校工作实践，为建立健全符合高校实际的

采购模式建言献策。

 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管理体系，国家

应给予高校充分自主权，高校应给予教授

充分自主权…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和期

待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的落实，开启高校设

备采购新的时代！



感谢聆听

Thanks for listeningThanks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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