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市发改委——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在标注范围
内至少选择其一公开，法律法
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一级事
项

二级事
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1
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
投标信息

资格预审
公告

招标项目名称、内容、
范围、规模、资金来
源；投标资格能力要
求，以及是否接受联合
体投标；获取资格预审
文件的时间、方式；递
交资格预审文件的截至
时间、方式；招标人及
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
、地址、联系人及联系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

[2017]97 号）《招标公告和公示
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2017年第10号令）

及时公开

招标人
或者其
委托的
招标代
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þ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2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名称、内容、
范围、规模、资金来
源；投标资格能力要
求，以及是否接受联合
体投标；获取资格预审
文件的时间、方式；递
交资格预审文件的截至
时间、方式；招标人及
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
、地址、联系人及联系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

[2017]97 号）《招标公告和公示
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2017年第10号令）、《电
子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八部委2013年第20号令）

及时公开

招标人
或者其
委托的
招标代
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þ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3
中标候选
人公示

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
、投标报价、质量、工
期（交货期），以及评
标情况；中标候选人按
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相关
证书名称和编号；中标
候选人相应招标文件要
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提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

[2017]97 号）《招标公告和公示
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2017年第10号令）、《电
子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八部委2013年第20号令）

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的项
目，招标人
应当自收到
评标报告之
日起3日内公
示中标候选

人

招标人
或者其
委托的
招标代
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þ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中标结果

招标项目名称、中
标人名称、中标价
、工期、项目负责
人、中标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
共资源交易配置领域政府信
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
[2017]97 号）《招标公告
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
10号令）、《电子招标投标
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八部委2013年第20号令）

及时公开

招标人
或者其
委托的
招标代
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þ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资格预审
文件、招
标文件澄
清或修改

项目名称；标段名
称；澄清或修改事
项；招标人及其代
理机构的名称、地
址、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电子招
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八部委2013年第20号

令）

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
的项目，
澄清或者
修改的内
容可能影
响资格预
审申请文
件或者投

招标人
或者其
委托的
招标代
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þ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招标公告
和公示信
息澄清修

改

项目名称；标段名
称；澄清或修改事
项；招标人及其代
理机构的名称、地
址、联系人及联系

方式。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
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

委2017年第10号令）
及时公开

招标人
或者其
委托的
招标代
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þ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暂停、终
止招标

招标人名称、招标
项目名称、招标项
目编号、本项目首
次公告日期、招标
暂停或终止原因、
联系方式、其他事

项。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
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

委2017年第10号令）
及时公开

招标人
或者其
委托的
招标代
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
子屏）        ¨精准推送                       
þ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说明：



以下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务公开目录不属于市发改委。一级事项：政府采购信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信息、矿业权出让信息、国有
产权交易信息。一级事项中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息中的二级事项审核批准信息、合同订立信息、合同履行及变更信息、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不属于市发改委。我委负责在辽宁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辽宁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示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提交
的公告及中标候选人及中标结果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