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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采购中心  
 

 

鲁政采字〔2019〕1 号 

 
 

山东省政府采购中心 

关于印发《2019 年度山东省省级政府采购 

网上商城采购执行分类品目》的通知 
 

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山东省省级政府集中采

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鲁财采〔2018〕67 号)和《关于印

发山东省省级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财采

〔2018〕71 号)规定，为便于采购人选择网上商城品目及交易形

式，中心汇总编制了《2019 年度山东省省级政府采购网上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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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执行分类品目》，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山东省政府采购中心 

                           2019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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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山东省省级政府采购网上商城 

采购执行分类品目 

 

一、集采目录内的网上商城品目 

（一）网上超市品目 

序号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名称 交易形式 

 A 货物  

 A02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A0201 计算机  

1 A020101 PC服务器 直购 

2 A020102 小型机 单品牌竞价 

3 A020103 台式计算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4 A020104 便携式计算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5 A020105 平板式电脑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6 A020106 图形工作站 

台式图形工作站直购，移

动图形工作站 20万元以下

直购、单品牌竞价，20 万

元以上单品牌竞价 

 A0203 计算机网络设备  

7 A020301 路由器 直购 

8 A020302 交换机 直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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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名称 交易形式 

 A0205 计算机软件  

9 A020501 操作系统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10 A020504 
应用软件（杀毒软

件、办公软件）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11 A0207 
存储设备（移动存储：

U盘、移动硬盘） 
直购 

 A03 办公设备  

 A0301 打印机  

12 A030101 喷墨打印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13 A030102 激光打印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14 A030103 热式打印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15 A030104 针式打印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16 A0303 多功能一体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17 A0304 传真机 直购 

18 A0305 投影仪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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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名称 交易形式 

19 A0306 扫描仪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20 A0307 碎纸机 直购 

21 A0308 
文印设备（速印机、

刻录机、装订机） 

速印机 20 万元以下直

购、单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竞价；刻录机、

装订机直购 

22 A0309 
显示设备（液晶显示

器、电子白板） 

液晶显示器 20万元以下

直购、单品牌或多品牌竞

价，20 万元以上单品牌或

多品牌竞价；电子白板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牌竞

价，20 万元以上单品牌竞

价 

 A0310 照相器材  

23 A031001 照相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24 A031002 镜头及器材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A04 办公消耗用品  

25 A0401 硒鼓 直购 

26 A0402 碳粉 直购 

27 A0403 墨盒 直购 

28 A0404 色带 直购 

29 A0405 复印纸 直购 

 A05 音、视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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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名称 交易形式 

30 A0501 摄像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竞价，20 万元以上单品

牌竞价 

31 A0502 录放音机（录音笔） 直购 

32 A0503 功放机 直购 

33 A0504 电视机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34 A0505 

音视频播放设备(蓝

光/DVD 播放机、音响、

家庭影院) 

直购 

 A07 空气调节设备  

35 A0701 空调机（民用空调） 

20 万元以下直购、单品

牌或多品牌竞价，20 万元

以上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 

36 A0704 
空气净化设备（空气

净化器） 
直购 

37 A0706 
调湿调温设备（加湿

器、除湿机） 
直购 

（二）定点采购品目 

序号 对应集采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 交易形式 

 A 货物  

1 A01 家具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A02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A0203 计算机网络设备  

2 A020308 
计算机网络系统及

集成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A05 音、视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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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名称 交易形式 

3 A0506 

视频监控设备(智能

卡、电子巡更、门禁系

统及相关服务（含安防

监控等），包括单项设备

购置及设备集成与安

装。)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4 A0507 

灯光音响设备(包括

单项设备购置及设备集

成与安装)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5 A0508 

视频（电视、电话）

会议室设备(包括单项

设备购置及设备集成与

安装。)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A06 车辆  

6 A0601 
载货汽车（含自卸汽

车）（皮卡车） 
单品牌竞价 

7 A0602 乘用车 单品牌竞价 

8 A0603 客车 单品牌竞价 

 A07 空气调节设备  

9 A0702 

恒温机、恒温机组(包

括单项设备购置及设备

集成与安装。)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10 A0703 

专用制冷、空调设备

(包括单项设备购置及

设备集成与安装。)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11 A08 
电梯(包括单项设备购

置及设备集成与安装。)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12 A10 

消防设备(包括单项设

备购置及设备集成与安

装。)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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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应集采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 交易形式 

 B 工程  

13 B01 建筑工程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14 B02 装修工程（防水工程）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15 B03 园林绿化工程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C 服务  

16 C02 法律服务 直购 

17 C03 印刷服务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C04 维修和保养服务  

18 C0401 
办公设备维修和保养

服务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19 C0402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直购 

20 C0403 
空调、电梯维修和保

养服务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21 C05 机动车保险服务 直购 

22 C06 车辆加油服务 直购 

23 C07 物业服务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24 C08 保安服务 不少于 6家供应商竞价 

（三）批量集采品目 

序号 对应集采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 交易形式 

 A 货物  

 A02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A0201 计算机  

1 A020103 台式计算机 50台以上（含 50台）在

批量采购范围内直购 

2 A020104 便携式计算机 50台以上（含 50台）在

批量采购范围内直购 

 A03 办公设备  

 A0301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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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应集采品目编码 对应集采目录品目 交易形式 

3 A030102 激光打印机 50台以上（含 50台）在

批量采购范围内直购 

4 A0302 复印机 1台（含 1台）以上在批

量采购范围内直购 

5 A0303 多功能一体机 10台以上（含 10台）在

批量采购范围内直购 

6 A0305 投影仪 10台以上（含 10台）在

批量采购范围内直购 

 A07 空气调节设备  

7 A0701 空调机 50台以上（含 50台）在

批量采购范围内直购 

备注：采购批量集采品目，如达不到批量集采品目数量限额，也可以选择批量集采模

式。 

二、集采目录外推荐网上超市采购品目 

序号 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备注 交易形式 

 A 货物   

 A11 民用电器   

1 A1101 冰箱（冷柜）  直购 

2 A1102 洗衣机  直购 

3 A1103 消毒柜  直购 

4 A1104 微波炉  直购 

5 A1105 热水器  直购 

6 A1106 电水壶  直购 

7 A1107 饮水机  直购 

8 A1108 吸尘器  直购 

9 A1109 净水器  直购 

10 A1110 电风扇  直购 

 A12 办公用品   

11 A1201 电话机  直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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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1202 钟表  直购 

序号 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备注 交易形式 

13 A1203 保险柜  直购 

14 A1204 台灯  直购 

15 A1205 计算机配件 
键盘、鼠标、耳机、音箱、

插排、鼠标垫、电脑包等 
直购 

16 A1206 书写工具 
钢笔、铅笔、圆珠笔、签字笔

等 
直购 

17 A1207 本册/便签 
笔记本、信封、信纸、便签、

标签、奖状、证书等 
直购 

18 A1208 办公文具 

胶带、胶水、订书机、起订器、

切纸刀、大头针、回形针、剪

刀、笔筒、票夹、橡皮筋、尺

子、橡皮、光盘、计算器等 

直购 

19 A1209 文件收纳 

文件夹、文件袋、文件柜、档

案盒、资料册、书报架、名片

盒、档案袋、证件套等 

直购 

20 A1210 财会用品 
凭证、账本、单据、复写纸、

印台（印油）、点（验）钞机等 
直购 

21 A1211 生活日用 毛巾、雨具、手电等  

 A13 清洁用品   

22 A1301 卫生纸品 抽纸、卷纸、湿巾等 直购 

23 A1302 清洁工具 
拖把、扫把、垃圾袋、垃圾桶

等 
直购 

24 A1303 清洁洗涤用品 

洗洁精、洗衣液、洗衣粉、肥

皂、消毒液、清洁剂、洗手液

等 

直购 

25 A14 文体用品 

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

排球、跳绳、网球、棋牌、哑

铃、毽子等 

直购 

 



 



 

 
 
 
 
 
 
 
 
 
 
 
 
 
 
 
 
 
 
 
 
 
 
 
 
 
 
 
 
 
 
 
 
 
 
 

山东省政府采购中心                        2019年1月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