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检会 匚⒛15|3号

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全面开展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通知
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检察 院、发展改革委,新 疆生产建设
兵团人 民检察院、发展改革委

:

为贯彻党的十八太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诚信建
设 的精神 ,落 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 )的 通知》(国 发

(2014〕

21号 )要 求,推 动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营 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有 效遏制贿赂犯罪

,

促进招标投标公平竞争,最 高人 民检察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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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全面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一、充分认识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重
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招 标投标活动应
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对 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参与招标投标活动进行限制
,

是健全招标投标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推 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重要举措 ,有 利于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行为,提 高其违法
“ 行贿,处 处受制”
成
一处
利于形
犯罪
;有
失信成本 ,遏 制贿赂
、
的信用机制,促 进招标投标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各级人民检察院
发展改革部门和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 强
工
协作配合 ,积 极推动建文招标投标活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作机

制,有 效应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做好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
记录的单位或个人的处置工作:强 化市场主体廉洁经营、诚信经
营、守法经营的意识。
二、在招标投标工作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基本内容
(一 )依 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 目应 当在中标通知书发 出

前对投标人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前,应 当
对代理机构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在招标代理机构资质确定和招标师注册
前,对 有关机构和人员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鼓励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对投标人和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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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机构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二 )招 标投标中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期限根据 《
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规定》确定。
单位犯罪自人 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 日起 ,个 人犯罪自刑
罚执行完毕之 日起计算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期限。法律法规对查询
期限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 )招 标人可以向本单位住所地人 民检察院或者招标项 目

所在地人 民检察院 申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
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 ,可 以由招标代理机构申请查询。
投标人根据招标人 的要求可以自行到人民检察院 申请查询 。
申请查询时,应 当申明查询事由,列 明被查询单位名称 、组
织机构代码 ,被 查询单位 法定代表人、项 目经理的姓名和身份证
∷
∷
号码 。
(四 )两 个 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工个联合体 、以一个

投标人的名义共同投标的,应 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查询。
(五 )一 次查询涉及被查询单位 、个人数量较多的,可 以由

招标人 、招标代理机构集 中进行批量查询。
(六 )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招标人应当向同级人民检察院

查询招标代理机构或者招标师行贿犯罪档案信 息。相关工作委托
行 业 自律组织承担的,可 以由相关协会申请查询。
(七

)人 民检察院应 当建立行贿犯罪档案网络查询系统,积

极创造条件 ,推 进与各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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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共享,依 托 电子化平
和综合性社会信用信 J惑 平 台互联互通、信 ·
。
台,实 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场主体 网上申请查询
各级人 民检察院应 当向社会公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办理程
序 、办理时限、联系方式等信 J急 ,并 接受社会监督。
(八 )检 察机关提供 的查询结果包括 以下内容:被 查询单位

或个人有无行贿犯罪记录 ,作 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判 决时
防
间和结果 ,行 贿犯罪的实施时间和犯罪数额,及 有关整改和预
的信 息。
。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 告知函自出具之 日起 2个 月内有效
(九 )行 贿犯罪记录应 当作为招标的资质审查 、招标代理机
、
人推
构资质认定 、评标专家入库审查 、招标代理机构选定 中标
主 部门、
荐和确定 、招标师注册等活动的重要依据。有关行政 管
定
建设单位 (业 主单位 )应 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各地有关规
工
、
入
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个人作出 定时期内限制进 市场
,

,并 将
取消投标资格 、降低资质等级、不予聘用或者注册等处置
。
处置情况在 10个 工作 日内反馈提供查询结果的人民检察院
(十

)开 展非罪行贿行为查询和应用试点的地 区,查 询与应

用办法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
三 、工作要求
(一 )各 级检察机关、发展改革部门,要 根据本地实际,依

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等协作机制,共 同推动在招标投标
工
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指 导、督促相关部门落实查询 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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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保 证查询结果应用到位 。
(二 )县 级以上人 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应 当加强与工业和信

息化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 、水利 、商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

,

密切配合 ,及 时发现 、研究和解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中的问
题 ,确 保查询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三 )有 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妥善保管行贿犯罪档案信息,不

得用于招标投标 以外的事项 ,不 得泄露企业经营秘密和相关个人
隐私 。

《

漭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