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预算金额（元） 采购形式 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 备注

1
电信学院工程中心光学
电子创新与实训平台设
备采购

电信学院 1,909,390.00 竞争性谈判
长沙丰锦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1,879,800.00

2 中巨2017年第4批 后勤处 81,137.88 项目备案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81,137.88

3 中巨2018年第1批 后勤处 189,535.43 项目备案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189,535.43

4 中巨2018年第2批 后勤处 86,701.49 项目备案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86,701.49

5 中巨2019年第1批 后勤处 103,084.90 项目备案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103,084.90

6 中巨2019年第2批 后勤处 132,164.68 项目备案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132,164.68

7 中巨2019年第3批 后勤处 170,247.52 项目备案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170,247.52

8 中巨2019年第4批 后勤处 158,981.23 项目备案
湖南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158,981.23

9 兴旺2018年第5批 后勤处 129,291.62 项目备案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129,291.62

10 兴旺2019年第2批 后勤处 65,267.56 项目备案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65,267.56

11 兴旺2019年第5批 后勤处 196,189.91 项目备案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196,189.91

12 兴旺2019年第6批 后勤处 194,825.32 项目备案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194,825.32

13 兴旺2019年第7批 后勤处 171402.43 项目备案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171402.43

14 兴旺2019年第8批 后勤处 76,006.15 项目备案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76,006.15

15 景程2019第4批 后勤处 191,861.72 项目备案
湖南景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191,861.72

16 景程2019第5批 后勤处 20,849.01 项目备案
湖南景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20,849.01

17 格塘2019年第3批 后勤处 199,418.56 项目备案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 199,418.56

18 格塘2019年第4批 后勤处 192,134.84 项目备案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 192,134.84

19 格塘2019年第5批 后勤处 198,147.11 项目备案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 198,147.11

20 格塘2019年第6批 后勤处 173,593.46 项目备案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 173,593.46

21 格塘2019年第7批 后勤处 175,449.71 项目备案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175,449.71

22 曙光2018年第1批 后勤处 34,228.15 项目备案 湖南曙光建设有限公司 34,228.15

23
综合楼（老图书馆）弱
电改造工程

网络中心 834,332.16 竞争性磋商
湖南康为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827,687.09

24
知行园区消防管道改造
工程

后勤处 929,770.02 竞争性磋商 长沙市联城建筑有限公司 919,329.73

2021年政府采购项目明细



25
北斗导航创新试验平台
项目

电信学院 225,00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卫导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223,000.00

26
生环学院2021年实验耗
材采购

生环学院 345,879.40 竞争性谈判
长沙航康化玻仪器有限公
司

345,879.40

27
艺术设计学院丹青楼机
房设备采购项目（第三
次）

艺术学院 396,300.00 竞争性谈判
长沙道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437,430.00

28
西校区学府华庭东北侧
临福元路与山月路围墙
项目

基建处 537,443.8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共赢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394,968.23

29
湖南文旅特色小镇数字
文化馆修改改造工程设
计项目

后勤处 235,950.00 竞争性磋商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222,700.00

30
多功能厅天桥维修工程
项目

后勤处 459,467.54 竞争性磋商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456,811.45

31
土木工程虚拟仿真教学
配套设备采购（中央财
政）

土木学院 1,604,000.00 竞争性谈判
广州南方测绘设备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1,584,100.00

32
环境与能源光催化协同
创新中心场发射扫描电
镜采购

协同创新
中心

2,677,300.00 公开招标
广州市诚屹进出口有限公
司

2,675,000.00

33
东校区北校门至学生宿
舍道路及附属工程建设
项目

基建处 3,924,310.04 竞争性磋商
长沙市张公岭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3,845,391.82

34
经管类专业实训中心、
校门项目光伏发电设备
项目

基建处 245,078.00 竞争性谈判
长沙鹏宇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242,336.00

35
2020-2021年后勤零星维
修（土建类）服务项目

后勤处 3,000,000.00 续签合同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3,000,000.00

36 2020-2022年后勤零星维修

（水电类）服务项目
后勤处 1,000,000.00 续签合同 华实安装有限公司 1,000,000.00

37
新建弘昱学生宿舍项目
工程质量检测单位服务
费

基建处 327,707.58 竞争性谈判
湖南昌衡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318,727.71

38
经管类专业实训中心校
门项目水泵房设备

基建处 260,415.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沃尔特水设备有限公
司

237,800.00

39
心健楼和医务楼维修改
造项目

后勤处 1,861,090.75 竞争性磋商
湖南环艺园林古建筑有限
公司

208,380.00

40
电信学院、土木学院、
教务处等教学设备采购

电信学院
/教务处/
土木学院

409,075.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海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407,503.00

41
计数学院网络考试系统
更新采购项目

计算学院 410,00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精纳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406,600.00

42
2021-2023级新生军训服
装采购

保卫处 1,176,000.00 公开招标 长沙雅美纺织品有限公司 1,164,000.00

43
长沙段湘江古镇数字化
重建技术与网络虚拟旅
游的产业化实现科研设

乡村振兴
研究院

1,315,865.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正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1,310,000.00

44 2021年中文纸质图书采购 图书馆 1,980,000.00 公开招标
湖南一帆图书文化有限公
司

5.8折

45
保卫处2021年7月-2024
年6月消防器材及维保项
目

保卫处 1,404,408.00 竞争性磋商
长沙时代消防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

1,374,855.00

46
2021-2022学年文科类教
材采购项目

教务处 4999748.031（81.9折扣）公开招标
湖南书畅教育图书有限公
司

8折

47
2021-2022学年理科类教
材采购项目

教务处 3998574.879（81.9折）公开招标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
公司

8折

48
经管类专业实训中心、
校门项目室外（总图）
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备案

基建处 6,451,592.13 工程备案
湖南洪山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6,451,592.13

49 网络安全加固服务项目 网络中心 245,800.00 竞争性磋商
长沙市竟网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245,500.00

50
信息系统等保测评服务
采购项目

网络中心 196,000.00 竞争性磋商
湖南省金盾信息安全等级
保护评估中心有限公司

195,000.00

51
综合楼、经管类专业实
训中心空调采购项目

校办/基
建处

2,453,855.00 公开招标
湖南龙豪节能技术有限公
司

2,449,820.00



52
东校区地埋式垃圾站建
设项目

基建处 866,767.93 竞争性磋商 湖南省正林建设有限公司 849,457.03

53
综合楼改造工程项目施
工合同备案

后勤处 8,038,229.85 工程备案 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038,229.85

54
宁静楼、中心机房设备
更换项目

网络中心 920,224.00
公开招标/竞
争性谈判

湖南海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915,608.00

55
综合楼三、四楼会议室
装修工程

后勤处 992,534.18 竞争性磋商 湖南弘运建筑有限公司 979,617.45

56
综合楼三、四楼会议设
备采购项目

后勤处 1,214,070.00 公开招标
湖南融众合一科技有限公
司

1,209,630.00

57
图书馆2021年度中国知
网系列数据库采购项目

图书馆 875,000.00 单一来源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
限公司

874,000.00

58
大学生健康体质测试系
统建设项目

网络中心 360,600.00 竞争性磋商
湖南长沙兆年实业有限公
司

358,800.00

59
外教及留学生公寓装修
工程追加

后勤处 78,141.42 项目备案 长沙市联城建筑有限公司 78,141.42

60 机电工程学院搬迁项目
机电工程
学院

416,760.00 竞争性谈判
长沙市运邦搬家运输有限
公司

208,380.00

61
保卫处2021年9月-2024
年8月监控设备维保服务
项目

保卫处 961,165.30 竞争性磋商
湖南嘉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954,000.00

62
电信学院自主无人系统
智能导航与测姿关键技
术研究和产业化设备采

电信学院 750,00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卫导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748,200.00

63
综合楼及涵虚楼家具采
购

教务处等 340,89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麓山家具制造有限公
司

336,598.00

64
综合楼会议室及部分办
公室家具采购项目

校办 363,461.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麓山家具制造有限公
司

340,000.00

65
新建弘昱学生宿舍项目
施工合同备案

基建处 62,976,750.85 工程备案
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62,976,750.85

66
新建弘昱学生宿舍项目
监理合同备案

基建处 927,751.00 工程备案
湖南省益佳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927,751.00

67
校园保安服务项目续签
合同

保卫处 2,937,744.00 续签合同 湖南金剑保安有限公司 2,937,744.00

68
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续签
合同（第二合同年度）

后勤处 7,362,384.00 续签合同
湖南保利天创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

7,362,384.00

69
教务处思政课智慧教室
建设项目

教务处 746,574.67 竞争性谈判
湖南藏千智能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734,687.35

70
外国语学院多媒体教室
及开标室、评标室设备
采购

教务处 162,917.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博联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161,940.00

71
经管类专业实训中心项
目高低压配电系统（含
外线电源引入）

基建处 6,261,346.61 公开招标 兴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6,180,499.88

72
新建弘昱学生宿舍电梯
采购项目

基建处 300,00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天士地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

293,800.00

73 琴湖道路工程项目 基建处 3,968,138.76 竞争性磋商
正在财评审
核控制价

74
多级网站内容及运维管
理服务系统

网络中心 395,000.00 竞争性磋商
湖南森纳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389,600.00

75
机电工程学院焊接实验
室设备采购

机电学院 438,72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翰阳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434,980.00

76
长沙学院科研教学办公
设备采购

各部门 560,399.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普联电子有限公司 558,383.00

77
土木工程专业实验室更
新设备采购

土木学院 1,928,500.00 公开招标
湖南鑫彧仪器设备有限公
司

1,925,100.00



78
生环学院科研试剂耗材
采购

生环学院 335,227.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金多顺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309,932.00

79
新建弘昱学生宿舍弱电
设备项目

基建处 1,803,271.20 公开招标
长沙天泽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1,786,649.00

80 机电学院CAD/CAM机房设备采购 机电学院 974,10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普联电子有限公司 971,092.00

81
机械制图与测绘实验室
设备采购

机电学院 951,28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翰阳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948,250.00

82
法学院模拟法庭设备采
购项目

法学院 907,72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博识捷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902,885.00

83
私有云平台建设（扩
容）项目

网络中心 652,000.00 竞争性磋商
北京易捷思达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642,800.00

84 科研创新服务平台项目 网络中心 380,000.00 竞争性磋商
北京易普拉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78,000.00

85

长沙学院科研教学办公
设备采购（2021年11

月）

各部门 359,995.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博识捷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358,392.00

86
经管类专业实训中心家
具采购、安装项目

基建处 1,601,600.00 公开招标
湖南省华崛教育装备有限
公司

1,599,660.00

87
新建弘昱学生宿舍项目
变配电（含电源引入）

基建处 1,684,660.00 公开招标 西格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658,000.00

88
机电学院焊接实训室扩
建及通风除尘设备采购

机电学院 486,520.00 竞争性谈判 长沙双科科技有限公司 444,500.00

89
电信学院北斗导航原来
实验平台设备采购

电信学院 345,400.00 竞争性谈判
长沙金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332,900.00

90
教务处多媒体教室设备
采购

教务处 917,000.00 竞争性谈判 文件制作中

91
教务处多媒体教室固定
桌椅采购

教务处 1,267,760.00 竞争性谈判 文件制作中

92
后勤处卫生科医疗仪器
采购

卫生科 324,00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康众医药有限公司 306,000.00

93
长时段湘江古镇群动画
素材库、动画资产数字
化建设项目

乡村振兴
研究院

453,000.00 竞争性磋商
深圳市前海手绘科技文化
有限公司

450,000.00

94
新建弘昱学生宿舍生活
设施（家具）项目

基建处 3,492,500.00 公开招标
湖南麓山家具制造有限公
司

3,464,560.00

95
东校门及周边环境体质
改造工程

基建处 1,977,747.90 竞争性磋商
正在财评审
核控制价

96 东西校区连接道路工程 基建处 3,591,636.26 竞争性磋商
正在财评审
核控制价

97
数字媒体艺术实训室建
设项目

艺术学院 769,490.21 竞争性谈判
湖南藏千智能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655,467.10

98
计数学院工业互联网技
术与安全湖南省重点实
验室设备采购

计数学院 661,500.00 竞争性谈判 湖南普联电子有限公司 558,600.00

99
机电学院液压传动与PLC
控制分室设备采购

机电学院 1,201,360.00 竞争性谈判 文件制作中

100
生环学院2022年实验室
耗材采购

生环学院 330,477.80 竞争性谈判 待开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