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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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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人：邢台市中心血站

招标代理：邢台立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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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政府采购项目名称：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XTLX-2018-119
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详见招标文件

招标人名称：邢台市中心血站

招标人地址：邢台市桥西区后炉子街 132号

招标人、联系方式：：薛丽云 0319-2158670

采购代理机构全称：邢台立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邢台市顺德路 255 号商务大厦五楼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联系方式：王仲 0319－3688796、3682164

采购内容：A包：厨具套装、饺子盘、厨吧五件套；B包：雨披、雨伞、菜板；C包：保温杯、腰

带、枕巾；D包：靠垫、剃须刀、床单、毛巾套装；E包：饼干、饮料（详见招标文件）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分包名称：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A 包、B 包、C 包、D 包、E 包）

预算金额：2138500 元人民币（A 包：455000 元人民币、B 包：455000 元人民币、C 包：455000 元

人民币、D包：487500 元人民币、E 包：286000 元人民币）

采购用途：献血者奖励

供货期：详见招标文件

项目实施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简要技术要求/采购项目的性质：详见招标文件

投标人报名须知：1.已在“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注册登记的供应商/投标人，办理河北

CA后可直接登陆“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60.6.253.156:8888/sszt-zyjyPortal/）选择“招采

进宝河北专区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

2.未经资格确认（注册登记）的供应商/投标人，请按照“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市场主体登

记注册的通知”（http://60.6.253.156:8888/sszt-zyjyPortal/zyjyPortal/portal/information?id=1886）的要

求办理相关手续，具体事宜可联系 0319-2686133。
3.编制投标文件需使用河北 CA，未办理 CA的供应商/投标人，需进行企业 CA注册。具体事宜可

联系 0319-2686110。
4.潜在供应商/投标人如对招标文件有疑问或异议的，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选择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提出。若供应商/投标人在使用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的过程中遇到任

何操作性问题，可咨询客服电话：400-616-6620。
5.投标单位点击“确认参加”且成功下载招标文件即视为报名成功，进入“我的项目”内点击项目

列表后的“操作”即可进行响应文件的递交。

具体流程请登录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在“常用文件”栏目下载操作手册。潜在投标人如对招标文件

有疑问或异议的，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http://hb.cjb.com.cn）提出。

6.完成注册的投标单位，请于 2019年 01月 10日 00点 00分—2019年 01月 16日 23点 59分任意

时间登陆招采进宝河北专区领购电子招标文件。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标人需提供《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报告》（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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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

标人将不允许投标；

2、A—D包：营业执照具有与本项目内容相关的经营范围，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供货能力的投标人；

E包：经营范围中包含相应产品的投标人，如投标人为制造商，应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

和《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如投标人为代理商，应具有《食

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还应具有制造商提供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的复印件；

3、投标人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

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得转包、分包。

招标文件下载时间：2019 年 01 月 10 日 00 时 00 分—2019 年 01 月 16 日 23 时 59 分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登陆“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60.6.253.156:8888/sszt-zyjyPortal/）选

择“招采进宝河北专区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采购文件售价：0元人民币/份

投标文件递交方法：1.本次招标为电子招投标，投标文件采用数据电子文件，供应商/投标人可通

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交易平台”在线参与开标。2.供应商/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完成电子

投标文件的递交，在线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前，投标人应当使用投标客户端及 CA为投标文件加密。

3.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 01月 30日 09
时 00分，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投标客户端生成“etnd”结尾的加密文件，并在招标

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招采进宝河北专区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在线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前，

投标人应当使用投标客户端及 CA 为投标文件加密。未按规定时间和方式提交电子文件和电子签

到，因投标人的原因导致电子投标文件不能打开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投标截止时间：2019 年 01 月 30 日 0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19 年 01 月 30 日 0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开标室、第八评标室

采购代理机构受理质疑电话：0319-3688796

本公告发布媒体：河北省政府采购网、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招采进宝河北专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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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1 采购人

采 购 人：邢台市中心血站

地 址：邢台市桥西区后炉子街 132号
联 系 人：薛丽云

电 话：0319-2158670

2 采购代理机构

采购代理机构：邢台立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邢台市顺德路 255号商务大厦五楼

联 系 人：王仲

电 话：0319－3688796

3 项目名称 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

4 项目实施地点 邢台市中心血站

5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6 出资历比例 100%

7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8 招标范围

A包：厨具套装、饺子盘、厨吧五件套；B 包：雨披、雨伞、

菜板；C 包：保温杯、腰带、枕巾；D 包：靠垫、剃须刀、床

单、毛巾套装；E 包：饼干、饮料（详见招标文件）

9 供货期 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供货完毕

10 质量要求 合格

11 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

1、投标人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投标人需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登录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进行信用记

录查询，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将不允许

投标；

2、A—D包：营业执照具有与本项目内容相关的经营范围，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供货能力的投标人；

E包：经营范围中包含相应产品的投标人，如投标人为制造商，

应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和《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

品经营许可证》）；如投标人为代理商，应具有《食品流通

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还应具有制造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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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

3、投标人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

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得转包、分包。

1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13 踏勘现场 不组织

14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15
投标人提出问题的截止

时间

潜在投标人如对招标文件有疑问或异议的，可以在 2019 年 01

月 21 日 23 时 59 分前登录“招采进宝河北专区交易平台”提

出。投标人需及时关注“招采进宝河北专区交易平台”查看

招标文件有无澄清和修改，因查看不及时影响投标的，后果

自负。

16 招标人书面澄清的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 15 日前，由招采进宝河北专区上发出，投标人

应自行登陆及时查看。如未能及时查看，由此造成的后果由

投标人自行承担。

17 分包 不允许

18 投标有效期 9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19 投标保证金

保证金金额：A 包：9000 元人民币；B 包：9000 元人民币；C

包：9000 元人民币；D 包：9000 元人民币；E 包：5000 元人

民币；

保证金递交方法：在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以到

账时间为准），将投标保证金一次性汇入指定账户。

递交形式：从供应商公司账户或基本账户转到指定账户

指定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账户名：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帐 号：（A 包）8808812021000012700

（B 包）8808812021000012718

（C 包）880881202100001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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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包）8808812021000012734

（E 包）8808812021000012742

开户行：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通支行

电话：0319-2683066

交款人要与投标申请人的名称一致，否则无效；保证金交纳

凭证扫描件，需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到电子投标文件中。

20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由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退还）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投标人的

投标保证金，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

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21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

方案
不允许。

22 签字或盖章要求

投标性文件封皮加盖投标人公章及法人印鉴，视同于投标文

件全部盖章。

投标人应在电子投标文件封面使用河北 CA 数字证书加盖招

标文件要求的相关单位电子印章，封面盖章即视为全本投标

文件中投标人已在指定位置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人已在指定位置签字。（河北 CA提供：单位电子印章，法人

印章，法人手签章，请投标人在封面加盖相对应的电子印章）

23 投标文件的编制 无需递交纸质投标文件，其他要求详见投标人须知

24 投标文件组成

投标文件组成需要按照商务、技术、价格分类，需按照如下

格式：

商务部分：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四、投标函；

五、投标保证金银行结算证明；

六、投标保证金退还声明；

七、技术参数明细表；

八、投标偏离表；

九、投标人资质证明文件；

技术部分：

一、质量保证措施；

二、供货计划及保障措施；

三、售后服务承诺；

四、应急预案；

五、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料。

价格部分：

一、投标报价明细表；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6066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79607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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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开标时间 开标时间：2019 年 01 月 30 日 0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6 开标说明

电子投标递交地点：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前使用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及河北 CA 为电子投标文件加密并

上传至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

解密截止时间：2019年 01月 30日 09 时 30分之前完成

解密

注：投标人需在开标时间以后，解密截止时间以前在招

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开标大厅，使用河北 CA完成对其递交的

电子投标文件的电子解密。

开标地点：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开标室

27 开标地点

电子投标递交地点：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使用

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及河北 CA 为电子投标文件加密并上传至招

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

开标地点：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开标室

28 是否退还投标文件 否

29 开标补救措施

易招标：投标人无法使用河北 CA数字证书解密投标文件时，

可以通过密码信封解密。商务文件，技术文件，价格文件对

应的解密密码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和.etnd 格式的文件一起生

成，存放于.txt 格式的文件中

2.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暂时中止电子开标，并在恢复正常后

及时继续开标活动：

（1）因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系统原因，造成交易系统无法

正常使用的情况；

（2）开标现场出现断电断网等影响招标代理正常开标的事

故。

30 开标程序

（1）投标人需在解密截止时间之前进入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

台“开标大厅”，对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使用河北 CA 数字证

书进行解密；

（2）投标人需在招标方解密结束后对开标记录使用河北 CA

进行电子签名，未进行电子签名的视为承认开标记录；

（3）开标会议结束。

注：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造成电子投标文件不能解密且采取补

救措施仍无法正常开启的，则视其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

件。

31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由采购方代表 1 人及河北省政府采购统一专家库随机抽取的

专家 4 人，共 5 人组成。

32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

定中标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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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他说明
招标文件中，如有投标人须知与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内容不一

致的情况，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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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知

一、总则

1.1 项目说明

1.1.1 本招标项目说明详见本须知前附表；

1.2.1 本招标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国家及河北省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现通过公开招标择

优选定供货单位。

1.2 招标内容及供货期

1.2.1 本招标项目内容详见本须知前附表。

1.2.2 本招标项目的供货期要求详见本须知前附表。

1.3本次采购，按照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

布的“节能设备政府采购清单” 、“环境标志设备政府采购清单”以及其他属于

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设备确定的优先采购范围实施采购。

1.3.1招标货物中含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 ，必须符合国家财政部、发展改

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最新一期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否则投标无效。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http://www.mof.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国

家发展改革委网站（http://www.ndrc.gov.cn）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网站

（http://www.cqc.com.cn）上发布，请自行查阅、下载。投标人投标货物含有上

述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部分附加盖公章的节能产品证书复印

件或打印出上述网站公布的含有投标货物的清单（只打印出投标货物所在页即可）

并加盖公章，否则其投标无效。

1.3.2为推进和规范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对列入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最新

一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产品为政府优先采购产品。对于同时列入环保清单

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产品，应当优先于只列入其中一个清单的产品。《环境

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http://www.zhb.gov.cn）、中国绿色采购网（http://www.cgpn.org）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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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行查阅、下载。

1.4 投标人资质要求：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5 投标费用

1.5.1 投标人应承担其参加本招标活动自身所发生的费用。

二、招标文件

2.1 招标文件

2.1.1 招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第二部分 投标人须知

第三部分 评标标准及评标办法

第四部分 合同主要条款

第五部分 招标书

第六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

第七部分 补遗书及答疑纪要（待发）

2.2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按须知前附表规定提出。

2.3 无论是采购人根据需要主动对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或是根据投标

人的要求对招标文件做出澄清，采购人都将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招采进宝河北

专区通知投标人。投标人在收到该澄清文件后应于当日内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给予确

认。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响应性文件的组成部分，具有约束作用。

2.4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内容均以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明确的内容为准。

当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

评标将以修改后的补充通知为准。

2.5 为使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有充分的时间对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内

容进行研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酌情推迟投标文件的截

止时间，并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通知投标人，对投标人具

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利和义务均相应延长至新的截止时间。

三、投标文件

3.1 投标文件的编制依据

3.1.1 招标代理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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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本招标文件；

3.1.3 相关的法律法规。

3.2 投标报价

3.2.1 报价依据：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技术要求部分。

3.2.2 报价方法：

（1)投标报价应按照本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填报投标书及投标报价明细表。

（2)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所附的投标报价明细表中填报综合费用。任何有选择

报价将不予接受。

（3)投标人所报的投标总价为本次招标的产品供货至验收合格的人民币报价，

其中包括产品费、各项保险费、各种税费等直至验收合格的一切费用，以及由于原

材料工本或其它条件的价格浮动而导致的全部额外费用。

（4)投标总价是满足招标文件第五部分“招标书”中产品清单的技术参数要求

中所有配置及投标人产品标准配置的价格。

（5) 招标代理服务费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计取，由中标人向招标代理单位一次性

支付，请投标人在测算报价时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3.3 投标文件的有效期

3.3.1 投标文件的有效期为开标之日起 90 日历天。

3.4 投标保证金：

3.4.1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二部分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提交投标保证

金。

3.4.2 投标保证金是为了保护招标人免遭因投标人的行为而蒙受的损失。有下述

情况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

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文件；

2)因中标人原因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3.4.3 投标保证金的返还（由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退还）：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政府采购

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3.5 无效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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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1）逾期解密的或者未在解密截止时间前解密的；

（2）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的金额和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3.5.2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无效标处理：

（1）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2）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3）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4）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5）投标人在一份投标文件中对同一招标项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

个有效的；

（6）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7）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存在重大偏差的。

（8）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3.6 如投标文件出现下列错误按以下方式进行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

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

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四、开标及评标

4.1 开标

（1）投标人需在解密截止时间之前进入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开标大厅”，

对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使用河北 CA 数字证书进行解密；

（2）投标人需在招标方解密结束后对开标记录使用河北 CA 进行电子签名，未

进行电子签名的视为承认开标记录；

（3）开标会议结束。

注：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造成电子投标文件不能解密且采取补救措施仍无法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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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的，则视其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件。

4.2 评标

4.2.1 评标的依据

本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4.2.2 评标原则

评标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进行评标工作。

4.2.3 评标组织

招标人和招标代理单位共同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

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技术、经济等有关方面的专家五人组成。其中，技术、经

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与投标人有隶属和利益关系的专家

不能担任评委。

4.2.4 评标内容

评标委员会依据评标标准中的评审因素内容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审。

4.2.5 评标程序

1)评标委员会首先按照招标文件第二部分 3.8 条规定剔除无效标书。

2)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进行打分，具体评分办法见第三部

分 评标标准及评标办法。

3)汇总各评委打分，评标委员会依据得分高低进行排名，向招标人推荐三名中

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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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

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

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

顺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

劣顺序排列。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

理确定核心产品，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

按前款规定处理。

4）招标单位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4.3 其它

4.3.1 电子评标应当在有效监控和保密的环境下在线进行。

4.3.2 评标中需要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澄清或者说明的，招标人和投标人应当通过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交换数据电文。

4.3.3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向招标人提交数据电

文形式的评标报告。

4.3.4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依法对招标文件、开标和评标结果提出异议，

以及招标人答复，均应当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平台进行。

五、中标通知

5.1 招标代理单位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结果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5.2 在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的同时，招标代理单位同时通知落标人。

不解释落标原因，不退还投标文件。

六、保密

向中标人授予合同之前，评标委员会的成员不应该向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或与

这些程序无关的人员泄漏与评标和合同授予有关的信息。

七、签订合同

7.1 签订合同

7.1.1 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按《中标通知书》中规定的时间地点与招

标人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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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拒签合同

7.2.1 除非合同与招标文件有重大背离以外，如中标人拒签合同，则按违约处理。

对违约方没收其投标保证金。招标人可与排名第二的投标人重新谈判，依次类推，

直至签订合同。

7.2.2 如招标人无充分理由而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中标人有权向招标人提出

等同于投标保证金全额的索赔。

招标人确定的中标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招标人将确定排名

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上述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

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所有中标候选人或招标人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的中标人由于上述原因不能履行合同

的，招标人将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八、分包与管理

本项目中标人不可以擅自总承包范围内的部分专业项目进行分包，否则招标人有权终

止合同，并由中标人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

九、未尽事宜

本招标文件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十、其他

10.1 其他未尽事宜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规执行。

10.2 根据财政部、工信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库【2011】

181 号）的先关规定。本次采购项目招标人确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

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二）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或者提供其他中小企业制造的货物。

本项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

总额等指标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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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的规定，本公司为 （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即本公司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本公司

为 （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本公司参加 单位的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企业制造

的货物，由本企业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 （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制

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

日 期： 年 月 日

注：随本函须提供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中小企业认定证明或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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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评标标准及评标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及

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次招标货物的实际情况，本着保护竞争，维护招标的公正性、公平性

和严肃性，特制定本评标定标办法。

1、本项目采用 公开招标 方式，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委按照评标标准中的评审

因素内容评分；评标委员会依据得分高低进行排名，向招标人推荐三名中标候选人，

同时招标人直接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2、评标程序

2.1 本采购项目设最高限价为 A 包：455000 元人民币、B包：455000 元人民币、C 包：

455000 元人民币、D 包：487500 元人民币、E 包：286000 元人民币；超过最高限价的投

标报价做废标处理。

2.2 评标分数计算

2.2.1 按照打分办法分子项计分，最高不超过本子项的满分。

2.2.2 计算得分保留两位有效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百分数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

2.2.3 评委按每项分别评分。

2.2.4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分，该单项评分视为 0分。

（1）记分高出现最高分或低于最低分；

（2）一个记分内容有 2个或 2个以上记分的。

2.2.5 所有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数为投标人的最终得分。

2.3、初步评审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先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初步评审，审查不合格者否决其投标，

不得进入详细评审。

1.资格性检查； 2.符合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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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满足初审内容的打“√”，不满足的打“X”，不满足的不得进入详细评审。

评审因素 评审要求

审 查 结 果

符合“√” 不

符合“×”

资

格

性

检

查

1、营业执照副本

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

有效

2、税务登记证 有效

3、组织机构代码证 有效

4、投标保证金银行结算凭证 有效

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有效

6、被授权人身份证 有效

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截止开标日七日内有效

符

合

性

检

查

1、投标报价（符合“投标人须知”规定）

2、投标内容（符合“投标人须知”规定）

3、供货期（符合“投标人须知”规定）

4、质量标准（符合“投标人须知”规定）

5、投标有效期（符合“投标人须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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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详细评审

序号 评审项目 标准分 评分标准

1 投标报价 30 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有效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投标

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得满分30分，其它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不足三家有效报价时（不含 3 家）不采用此方法，重新招标或改为其他

方式采购。

投标报价得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

招标文

件响应

程度

商务标响

应情况
3分

不能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商务条款要求的为无效标书。满足招标文件商

务条款的得 1.5 分，以此为基础，投标人商务条款优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相应

商务条款的，每有一项加 0.5 分，加分至标准分时为止；

技术标响

应情况
7分

满足招标文件技术指标、参数要求的得4分,以此为基础,投标人技术指标、

参数优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相应技术指标、参数的，每有一项加 0.5 分，加分

至标准分时为止；投标人技术指标、参数不构成重大偏离的、不一致的、不

规则的，每有一项减 1分，直至 0 分为止。

3 产品质量 25 分

产品质量优于招标文件要求，产品的知名度及信誉高，完成满足项目需要或

者优于项目需要得 17.1-25.0 分；

产品质量较好，基本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得 8.1-17.0 分；

产品质量不能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性能一般，质量一般得 0.1-8.0 分。

4
供货计划及保证措

施
10 分

供货计划及保证措施科学、合理、完善可行，有针对性、根据实际需求保证

供货时间和质量的 7. 1-10.0 分；

供货计划及保证措施较为完善可行，能满足实际需求的得 3.1-7.0 分；

供货计划及保证措施一般，基本能保证供货时间和质量的得 0.1-3.0 分。

5 应急预案 5分

应急预案好、科学合理得 3.1-5.0 分；

应急预案较好、较合理得 2.1-3.0 分；

应急预案一般得 0.1-2.0 分；

缺本项为 0 分。

6 样品 10 分

根据各投标人所提供样品外观、质量将样品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优、良好、

一般。优得 7.1-10.0 分、良好得 3.1-7.0 分、一般得 0.1-3.0 分。

(注：要求见第五部分招标书 技术要求部分)

7
售后服务情况

10 分

售后服务承诺细致、满足用户要求且优于其他投标人售后服务承诺得 7.

1-10.0 分；

售后服务承诺周到得 3.1-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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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承诺一般得 0.1-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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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招标人）：

乙方（中标人）：

根据“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 包）（项目编号：XTLX—2018－119- ）”

和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订下列条款：

1、总则

1.1 甲乙双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应

负的全部责任，履行相关义务。

1.2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1.2.1“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 包）（项目编号：XTLX—2018－119- ）”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1.2.2 中标通知书；

1.2.3 与项目招标有关的其他补充资料。

1.3 乙方保证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向甲方提供合格的产品、货物和相关服务。

1.4 甲方保证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的时间和方式给付乙方货款。

2、货物清单：

3、货物交付时间：

3.1 货物交付时间为： ；

3.2 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3.3 交货数量：

4、质量与检验

4.1 乙方需提供全新的、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的货物。

4.2 货物的验收包括：数量、质量，包装完整无破损。

4.3 供货时要随产品附带厂家针对此项目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合格证手续等。

4.4 乙方依法提供三包（包修、包换、包退）服务，费用由乙方负责。

5、售后服务

5.1 乙方需提供免费调换服务。

5.2 乙方需按甲方对产品外观要求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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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培训

6.1 如甲方需要，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的培训。

7、价款与支付

7.1 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 : 元）。

7.2 产品到达指点地点验收合格，甲方 日内向乙方支付货款总值的 %，剩

余 %作为质保金。

8、违约责任：

8.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货款总值 %的违

约金。

8.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8.3 乙方所供的货物品种、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向甲方支付

货款总值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8.4 乙方不能交付货物，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总值百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不退还履

约保证金。

8.5 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万分之五

的违约金。

8.6 乙方未按规定进行产品配送工作的，甲方扣除其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9、争议及仲裁

9.1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依法仲裁或向法院提起

诉讼。

10、其他

10.1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政府主管部门、招标代理公司各备案一

份；

10.2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乙方： 甲方：

地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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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日期： 日期：

此合同仅为参考，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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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招标书

1、技术参数

A包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1 厨具套装 5000 套

独立包装：数量：至少两件圆盆（其中一

个有沥水功能）；材质：加厚 304不锈钢

（厚度不小于 0.5mm）；直径：不小于

26cm，深度不少于 10cm。

2 饺子盘 4000 个
独立包装；数量：两组，每组包括一个沥

水盘，一个多用盘；材质：食品级不锈钢

3 厨吧五件套 4000 套

独立包装；数量：五件（包括：沥水盆、

多用盆、刨丝器）；材质：不锈钢+食品

级 PP；产品用途：和面、洗菜、刨丝等；

尺寸：沥水盆不小于 24cm，多用盆：不

小于 26cm；颜色：本色；

B包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1 雨披 4000 个

独立包装；知名品牌；面料：牛津布 PVC

合成；面料成分：聚酯纤维 100%；涂层：

PVC 防水涂层；可拆装高透帽沿；有银

光高亮反光条；重量＞1000g

2 雨伞 5000 把

独立包装；伞架：高档三折叠伞，不小于

61cm/10k，折回长度约 26cm；无故障连

续开关次数≥500 次不发生铆钉脱落、夹

子移位、松散、弹簧失灵、伞骨折断、镀

涂层剥落等现象；伞杆：全钢伞杆，经防

锈处理，具有耐腐蚀性，抗风性能强，结

实耐用；伞骨：全钢伞骨，防风性能好。

伞面：黑胶聚酯纤维，防潮，面料不会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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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变形并持久保持其平整度，抗撕拉，

有抗风能力；防晒系数：UPF≥ 40,

(UVA)AV≤5%；防雨功能：伞杆不淌水，

伞面内不得有滴水和明显的雾状漏水现

象。

3 菜板 4000 块
独立包装；材质：竹；形状：长方形；规

格：50×34×1.8cm; 颜色：原竹色。

C包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1 保温杯 4500 个

独立包装；容量≥350ml；采用食品级 304

不锈钢内壁，高真空断热层,保温效果≥

60℃（6小时及以上）；防滑杯身，双层

内胆，防震防滑采用橡胶设计；食品级硅

胶皮圈，防漏性强。

2 腰带 4500 条

独立包装；材质：牛皮，带扣材质为合金；

适用性别：男式；长度：单圈；宽度：3.5cm；

腰带款式：自动扣。

3 枕巾 4000 块
独立包装；数量：2 条；材质：100％棉；

规格：53X78±2cm

D包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1 靠垫 4000 块
独立包装；材质：织锦缎；填充：PP 棉；

规格 43×43cm；颜色：喜庆。

2 剃须刀 4000 把

独立包装；浮动式双头剃须系统，自动研

磨双环刀片，可拆卸刀网；安全隐藏式充

电插头适用电压: 中国大陆(220V)；检测

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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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床单 4500 床
独立包装；面料：100%棉；规格：

160*210cm；不起球，不掉色，不缩水。

4 毛巾套装 2500 套
独立包装；材质：100％棉；规格：70×

34cm×2 条。

E包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要求

1 饼干 55000 袋

独立包装，质量：50-80克，保质期不小

于 6个月，口感好。

注：必须提供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及 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 饮料 55000 瓶

独立包装，质量：240-260 毫升，保质期

不小于 6 个月，植物蛋白饮料。

注：必须提供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及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注： 1、投标人应详细列明其所投产品技术参数；

2、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附所投产品的图片；

3、投标人依据上述技术参数自主选型，并在技术偏离表中予以明确描述偏离情况；

4、投标人须提供所投产品样品一份，中标人样品留存，不予退还。投标人须在每件

样品上设置明显、牢固的标识，注明投标人名称、包组，所有样品装在一个完

好的纸箱内，纸箱外须标明投标人名称、包组。对于未按要求标识而导致无法

识别的，将按无效投标处理。样品与投标文件同时提交。招标人收货时将依照

中标人留存的样品进行比对、验收。

5、投标产品要求的“献血专版礼品包装盒”及“无偿献血宣传标语”，具体内容由

招标人提供设计方案（内容、式样、材料等），在采购合同中约定。

（四）、其他要求

4.1 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由

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丢失由中标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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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投标人投标的产品必须是正规厂家生产，执行国家标准、安全性标识，质量具

有可追溯性。

4.3 投标人对所投的各项产品报出供货单价及总价。

4.4 投标人应负责产品配送，自接到招标人送货指令到产品配送到指定地点的时间

为 5日之内。

4.5 投标人对所投产品提供三包服务。

4.6 投标人应对问题产品提供免费调换服务。

4.7 投标人必须具有满足招标人产品需求的供应能力，必须按时保质保量供货。

4.8 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设计献血纪念品专版标签。

（五）、验收

5.1、采购人将对到场产品进行抽验，不合格产品中标人负责更换，并承担因此增加

的费用；当抽验不合格率达到1%以上时，扣除合同总价款的1%作为对中标人的处罚。

5.2、中标人与采购人共同制定整体验收方案。

（六）、误期赔偿

本项目供货安装周期按采购人要求执行，每拖后一天，按合同价款的 2‰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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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

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

投 标 文 件
政府采购项目编号：XTLX—2018－119

投 标 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人印鉴)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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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分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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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委托单位名称）的法

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单位代

理人，以本单位名义参加 项目。代理人： ，在项目过程中，

为我单位代表，其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代理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投标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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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 标 函

至 :

我们收到贵方邢台市中心血站纪念品采购项目（ 包）（政府采购项目编号：

XTLX—2018－119- ）招标文件，经详细研究，我们决定参加本次招标产品供货及

售后服务的投标。并授权 （姓名、职务、职称），全权代表我投标

人提交投标文件。并同时宣布愿意遵守下列条款：

1)承认和愿意按照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和要求，提供本次招标产品供货及售后

服务。投标报价:（大写） (小写¥ 元),供货期 ，质量标

准 。

2)愿意按照《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3)如果我们投标书被接受，我们将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期、按

质、按量完成任务。

4)我们愿意提供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

5)我们同意按招标文件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遵守有关招投标的各项规定。

6)我方的投标有效期为 9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投标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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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保证金银行结算证明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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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保证金退还声明

致：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方为 项目（编号： ）所提供

的投标保证金 元请贵中心退还时划到下列账户（该账户为转出该笔投

标保证金的账户）。

账户名称：

账 号：

开户银行：

投标单位：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将此表做入投标文件内，若无此表，视为不响应文件要求，可能导致投标文件被拒绝。

2、请认真填写并核实账户信息，如有错误导致保证金无法退还，全部责任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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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参数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产品名称 品牌、产地 技术参数 备注

（注意：附产品检测报告或产品合格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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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标偏离表（商务、技术）

序号 招标商务、技术条款 投标商务、技术条款 偏离说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说明：

1、本表中所示“投标参数、技术要求或功能承诺”必须与“招标参数或技术要求”逐项对应定量

表述，即“点对点对答”。不允许采用“相同、一致或无差异”等定性类词语表示，否则，可能引起

竞争力的下降。

2、本表纸幅不够用的，可另页扩延表述，但不得改变本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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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标人资质证明文件

（详见资格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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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分

一、质量保证措施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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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货计划及保障措施

（格式自拟）



41

三、售后服务承诺；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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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急预案；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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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料



44

价格部分

一、投标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产品名称 品牌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合计总报价 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

供货时间

质量标准

付款方式 按采购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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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补遗书及答疑纪要（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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