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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建筑市场企业信用评定管理细则 

（招标代理机构机构） 

一、基准分值 

监测机构诚信基准分值为 3000分，对遵纪守法，规范

经营，业绩突出的企业给予加分。有不良行为时，分值按考

核细则予以扣分。具体加分、扣分标准由自治区建设主管部

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修改、调整或补充。 

二、诚信分值量化等级及管理标准 

(一) 得分在 4500分(含 4500分)以上,列入诚信档案

AAAAA名单。在评先评优时优先考虑，在资格升级时优先

扶持。 

（二）得分在 3500分（含 3500分）至 4500（不含 4500

分），列入诚信档案 AAAA名单，该企业应具有较好信用

评价，在评先评优时予以鼓励。 

（三）得分在 3000分（含 3000分）至 3500分(不含 3500

分)，列入诚信档案 AAA名单，该企业可以正常开展业务，

属一般监管范围。 

（四）得分在 2000分（含 2000分）至 3000分(不含 3000

分)，列入诚信档案 AA名单，该企业应当自查、整改、学

习，自动被列入重点监督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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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得分低于 2000分(不含 2000分)时，列入诚信档

案 A名单，下年度内不受理企业资格升级；企业主要负责

人、技术负责人、相关从业人员需接受专项培训，经自治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后方可开展业务；对达不到行政

许可条件的，停止市场活动，吊销相关资质证书；属外地进

宁机构的，清出宁夏市场，并将有关情况通报企业资格审批

部门及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企业不良行为扣分、加分标准 
 

附件 1：招标代理机构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附件 2：招标代理企业良好行为记录认定标准（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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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招标代理机构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 

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违法、违规行为描述 行为认定依据 处理、处罚依据 扣减分值 

 F1-1 

 资格 
F1-1-01 

未取得工程招标代理资格认定承担

工程招标代理业务的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五条 

100 

 F1-1 
 资格 

F1-1-02 
超越资格许可范围承担工程招标代

理业务的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认定办法，第三十五条 

100 

 F1-1 
 资格 

F1-1-03 
在申请资格认定或者资格复审时弄
虚作假的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一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一条 

 
100 

 F1-1 
 资格 

F1-1-04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六条 

 
100 

 F1-2 
招标代理 

F1-2-01 
泄漏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

关的情况和资料 

《招投标法》第二十二条，《工
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第二十五条 

《招投标法》第五十条，《工程建
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
七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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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违法、违规行为描述 行为认定依据 处理、处罚依据 扣减分值 

 F1-2 
招标代理 

F1-2-02 
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的 

《招投标法》第五十条，《工程
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
二十五条 

《招投标法》第五十条，《工程建
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
七条 

50 

 F2-3 
招标代理 

F2-3-01 

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责令改正

的决定拒不执行或者以弄虚作假方

式隐瞒真相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七条 

100 

 F2-3 
招标代理 

F2-3-02 不及时办理资格证书变更手续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十九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三条 

30 

 F2-3 
招标代理 

F2-3-03 
与所代理工程的招投标人有隶属关

系、合作经营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七条 

30 

 F2-3 
招标代理 

F2-3-04 
在代理的招标项目中投标、代理投标

或者向该项目投标人提供咨询的 

《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

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

构资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招投标法》第五十条，《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

法》第三十七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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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违法、违规行为描述 行为认定依据 处理、处罚依据 扣减分值 

 F2-3 
招标代理 

F2-3-05 明知委托事项违法而进行代理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七 

100 

 F2-3 
招标代理 

F2-3-06 

采取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不

正当利益等手段承接工程招标代理

业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七条 

50 

 F2-3 
招标代理 

F2-3-07 
未经招标人同意，转让工程招标代理

业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三十七条 

50 

 F2-3 
招标代理 

F2-3-08 

将应当履行核准手续但未履行的项

目或者将不具备招标条件的项目进

行招标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八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50 

 F2-3 
招标代理 

F2-3-09 
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内容进行招

标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十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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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违法、违规行为描述 行为认定依据 处理、处罚依据 扣减分值 

 F2-3 
招标代理 

F2-3-10 未在指定媒介上发布招标公告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30 

 F2-3 
招标代理 

F2-3-11 邀请招标不依法发出投标邀请书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30 

 F2-3 
招标代理 

F2-3-12 

未按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规定

的时间、地点出售招标文件或资格预

审文件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30 

 F2-3 
招标代理 

F2-3-13 
对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发放时

间少于五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30 

 F2-3 
招标代理 

F2-3-14 

承担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

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最短不得少于二

十日的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三十一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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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违法、违规行为描述 行为认定依据 处理、处罚依据 扣减分值 

 F2-3 
招标代理 

F2-3-15 
擅自修改经招标人同意并加盖了招

标人公章的工程招标代理成果文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

格认定办法》第七十三条 

50 

 F2-3 
招标代理 

F2-3-16 将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公开招标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70 

 F2-3 
招标代理 

F2-3-17 
通过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的招标

文件与书面招标文件不一致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50 

 F2-3 
招标代理 

F2-3-18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接受投

标文件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五十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七十三条 

70 

 F2-3 
招标代理 

F2-3-19 
将投标人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不重

新招标的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第三十八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工招标投标

办法》第七十三条 

70 

 F2-3 
招标代理 

F2-3-20 不执行投标保证金收退规定 
《招投标办法实施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五十七条 

《招投标办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

六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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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类别 行为代码 违法、违规行为描述 行为认定依据 处理、处罚依据 扣减分值 

 F2-3 
招标代理 

F2-3-21 

外省进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

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未在自治区建设

行政部门登记备案承揽招标代理业

务 

外省进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五条、第七

条 

外省进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第五条、第七

条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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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招标代理企业良好行为记录认定标准（FL）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良好业绩（三级指标）  评价依据  
分  值
（+） 

良 好 业 绩

FL-1 

  FL-1-01 上年度获得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表彰 依据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为准    500 

FL-1-02 上年度获得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表彰 依据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文件为准 350 

FL-1-03 上年度获得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表彰 依据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文件为准 300 

FL-1-04 上年度代理的工程项目没有不良行为 无投诉，市场行为无不良记录 200 

良 好 业 绩

FL-2 

FL-2-01 上年度获得国家级建设行业协会表彰 依据国家级建设行业协会相关文件为准 400 

FL-2-02 上年度获得自治区级建设行业协会表彰 依据自治区级建设行业协会相关文件为准 350 

FL-2-03 上年度获得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表彰 依据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文件为准 300 

  FL-2-04 

甲级代理机构上年度代理工程项目中标价达

到 15亿元以上，或代理项目估算价在 1亿元

以上的单项工程达到 3个（不含）以上的 

依据中标通知书及委托代理合同为准 150 

FL-2-05 乙级代理机构上年度代理工程项目中标价达 依据中标通知书及委托代理合同为准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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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亿元以上，或代理项目估算价在 5千万

元以上的单项工程达到 3个（不含）以上 

  FL-2-06 

暂定级代理机构上年度代理工程项目中标价

达到 5亿元以上，或代理项目估算价在 3千

万元以上的单项工程达到 3 个（不含）以上

的 

依据中标通知书及委托代理合同为准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