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财政局文件

榕财采（2021〕6 9号

福州市财政局关于建立福州市政府 

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机制 

有关事项的通知

市直各预算单位、各县（市）区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各有关采购代理机构、各有关供应商：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规范我市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相 

关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 《政府采购质疑 

和投诉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有关规定，遵循依法依规、 

权责对等、公平公正、简便高效原则，结合工作实际，现将投诉

处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1.引入投诉协调机制

根据自愿、合法、公平、公开原则，积极主动了解投诉供应



商的诉求，针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等不同环节的投 

诉事项，探究症结所在，提出纠错措施，及时纠正违反政府采购 

法律法规的行为；通过政策解读答疑解惑、规劝建议，推动当事 

人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发挥化解纠纷的“分流阀”作用。

2. 畅通依法投诉渠道

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福建分网（福建省政府采购网）、福建省 

网上办事大厅公布受理投诉的方式、联系部门、联系电话、通讯 

地址等，畅通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渠道，切实保障供应商的合法权 

益。

3. 提升裁决专业水平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聘请法律顾问成立工作組，组建专业化 

投诉处理队伍，全程参与投诉处理工作并进行专业化法律把关， 

降低财政监管法律风险。

4. 规范投诉处理程序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明确 

供应商投诉条件、权利和义务、投诉受理流程，印发《政府采购 

投诉处理流程图》，明晰投诉处理流程，实现我市政府采购供应 

商投诉的制度化、程序化。

5. 统一规范文书范本

为规范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相关工作，统一质疑投诉文书范 

本，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有



关规定，制 定 《政府采购质疑函》《政府采购质疑答复书》等文 

书范本。

6. 提高行政裁决效率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 4号） 

规定的时间处理投诉，对案情不复杂、事实清楚且不涉及异地调 

查取证、无需组织质证的投诉事项，办结时间由法定的3 0个工 

作日压缩至20个工作日，最大限度提高投诉处理时效。

7.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加大对政府采购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有序推进政府采购投 

诉处理工作，在政府采购项目投诉处理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1.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图

2. 政府采购质疑函

3.  政府采购质疑答复书

4.  政府米购投诉书

5.  委托授权书

6. 政府采购投诉事项补正告知书

7.  政府采购投诉事项受理告知书

8.  政府采购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9.  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



10. 福州市财政局关于)(X项目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

11. 送达回执

福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 3 日印发



附件1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图





附件2

政府采购质疑函

一、  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P编：_

耳关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耳关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P编：_

二、 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疑项目的编号：________________包号：_

采购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实依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2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质疑函制作说明.•

1. 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 

料。

2. 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 

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供 

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 

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 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 

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 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 

据和法律依据。

5. 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 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 

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附件 3

政府采购质疑答复书

我公司（单位）于_______年______ 月_____日收到你公

司关于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编号、包号）的质疑函。

经查，现答复如下：

1 .  质疑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疑答复：（具体内容)________________

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________________

2.  质疑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疑答复：（具体内容)________________

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_______________

如对本答复不满意，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 5个工作日 

内 向 （采购人的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单位全称加盖公章)





附件4

政府釆购投诉书

一、投诉相关主体基本情况

投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被投诉人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耳关系人：_______________耳关系电话：_____________

被投诉人2

相关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    邮编: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

二、投诉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采购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 包号：________

采购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代理机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 —



采购文件公告：是/否 公告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购结杲公告：（是/否）公告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质疑基本情况

投诉人于_ 年_ 月_ 日，向____________________ 提

出质疑，质疑事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购人/代理机构）于_ 年_ 月_ 曰，就质疑事项作 

出了答复/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四、投诉事项具体内容

投诉事项 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实依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律依据:

投诉事项2

五、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请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章••签字（签章）:



投诉书制作说明：

1. 投诉人提起投诉时，应当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 

料，并按照被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 

诉书副本。

2. 投诉人若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的，投诉书应按照要求 

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投诉人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 

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 投诉人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投诉，投诉书应列明 

具体分包号。

4. 投诉书应简要列明质疑事项，质疑函、质疑答复等作 

为附件材料提供。

5. 投诉书的投诉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 

据和法律依据。

6. 投诉书的投诉请求应与投诉事项相关。

7. 投诉人为自然人的，投诉书应当由本人签字；投诉人 

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书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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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授权委托书

我 方 （供应商全称）兹特别授权（代理人全名）为我方

授权代表，代表我方处理我方对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

(项目名称、编号、包号）相关投诉事宜。

代理权限为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诉过程的一切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提起投诉包括提交投诉材料、参与质证、接受 

调查、撤回投诉等与本项目投诉相关的事项；代为签收与投 

诉事项有关的文书如送迗回证、通知等文件。

代理人上述代理活动及在上述代理活动中签署的一切 

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方均予认可，一切法律 

后果均由我方承担。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上述委托事项 

办理结束为止。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委托人: (填写“供应商全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



授权方

委托人：（填 写 “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

接受授权方

代理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年_ 月_ 日

附：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要求：真实有效且内容完整、清晰、整洁。



附件6

政府采购投诉事项补正告知书

你公司提交的关于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编号、

包号）的投诉书等材料，我局于____年_ 月_ 日收悉。

经审查，你公司向我局提起的投诉书不符合________的规

定，存在以下问题：

2.
3.

请你公司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_ 个工作日内，按照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 4号令）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等规定对投诉书进行补正。《投诉书》可参考“中 

国政府米购网一下载专区一政府米购供应商投诉书范本”进 

行补正。逾期未进行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将按 

照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 4号令）第二十 

一条的规定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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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财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7

政府采购投诉事项受理告知书

本机关于____ 年______月_____日收到你公司关于_____

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编号、包号）的投诉书及与

投诉有关的证明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 4号）等有关规 

定，现决定予以受理。

福州市财政局（盖章） 

_____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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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政府釆购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你公司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编号、

包号）提起的投诉书等材料，本机关于____ 年_ 月__日

收悉。

经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〇_

本机关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写明不符合投诉条

件而不予受理的理由）。

根据_________________ 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你公司提起的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本告知书送迖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本告知书送迖之日起 

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福州市财政局（盖章） 

______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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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政府釆购投诉答复通知书

我局已受理______ 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

名称、编号、包号）的___________提起的投诉，现随文发

送投诉书副本一份至你单位（或公司），并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即日起暂停本项目的采购活动（暂停时间为 3 0 日）。（视情 

况）

二、 在收到本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作出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 

依据和淇他有关材料。未按本通知书要求作出说明并提交相 

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将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 

处理。

三、 在送迗回证上注明收到时间，签收后请将回证送回 

我局。

附：投诉书副本一份，送达回证一份。

福州市财政局（盖章） 

_____年_ 月_ 日

注：本通知用于采购人、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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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釆购投诉答复通知书

我局已受理_______ 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

名称、编号、包号）的____________提起的投诉，现随文发

送投诉书副本一份至你公司，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在收到本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作出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 

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未按本通知书要求作出说明并提交相 

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将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处理。

二、 应在提交书面材料的同时递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如需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被投诉事项，还应递交由法定 

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载 

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 

关事项。

三、 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收到时间，签收后请将回证送回 

我局。

附：投诉书副本一份，送迖回证一份。

福州市财政局（盖章） 

_____年_ 月_ 日

注：本通知用于相关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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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福 州 市 财 政 局

行政裁决决定书

(文号）

福州市财政局关于n 项目的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____________

被投诉人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____________

被投诉人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 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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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供应商：__________

住 所 ：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投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对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编号、包号）的____________不满意，向本机

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将投诉书副本转送被投诉 

人、相关供应商。被投诉人、相关供应商就有关投诉事项向 

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说明，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和其他有关 

材料。本机关对上述材料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投诉人1针对投诉事项答复称：___________________

被投诉人2 针对投诉事项答复称：___________________

相关供应商针对投诉事项答复称：___________________

为查明事实，针对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本机关审查

了本次采购项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就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做如下认 

定：

经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〇

本机关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综上所述，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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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福州市财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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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福州市财政局送达回证

送达文书 

名称文号

受送迖人

送迖方式

收件人签名 

及收件时间 年 月 日

代收人签名 

及收件时间
年 月 日

备 注

送迖人及 

送迖时间

福州市财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请将本送迗回证填写后送交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〇

2、代收文书的，由代收人签名或盖章并注明其与受送达人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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