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烹饪教研室增设西式烘培实训室、西式裱花实训室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述

一、项目概述

1、项目概况：西式烘培实训室可支撑中西面点专业核心课西饼制作、烘培、蛋

糕三门课程教学;西式裱花实训室可支撑西饼、蛋糕裱花课程教学。

2、采购主要内容：完成贵州文化旅游职业学院烹饪教研室增设西式烘培实训室、

西式裱花实训室制冰机、高比层炉、和面机、搅拌机、醒发箱、起酥机、急速冷冻

柜、立式展示柜、冷冻冰箱、冷藏冰箱、打蛋器、电磁炉、硬式冰淇淋机等设备的

采购以及实训室水电改造及其工作台定制安装的所有工作及相关服务。

3、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历天。

4、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性资金。

采购预算为：大写：捌拾陆万零叁佰玖拾贰元五角（小写：￥860392.50）。

最高限价为：大写：捌拾陆万零叁佰玖拾贰元五角（小写：￥860392.50）。

三、采购合同管理：

1.是否允许分包： 否 。

四、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

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是 。

特别提示：如采购项目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文件应当遵守《政府采购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十二条规定。

五、竞争性磋商文件解释权

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采购人。



二、货物/服务要求

一、货物/服务范围

本项目供应商所提供的必须是其合法生产或代理的货物，并能够按照采购合同

规定的品牌、产地、质量、价格按时供货及安装。

二、货物须满足的规范、标准

1、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行业有关验收规范的要求。

2、验收标准：设备及系统软件安装调试后，其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

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验收结果必须符合供应商提供的检查项目的各项要求，必

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本项目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如下：

一、供应商属于企业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一）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0 年度或 2021 年度经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财务审计报告应盖有会计师事务所单位章和注册会计师的

执业专用章，并附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及执业证书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投标供

应商公章）；事业单位无财务审计报告的须提供会计决算报告；新成立不满一年的企

业提供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1 年 06 月至今任意



三个月缴纳税收的相关证明材料（依法免税的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提供

2021 年 06 月至今任意三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纳的相关证明材料（不需要缴纳社保资

金的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提供参

加本次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文件详

见响应文件范本）；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①提供《投标供应商信用记录承诺书》（格式文件详见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范本）。

②供应商须承诺：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行为。采购人

或代理机构可在递交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

//wenshu.court.gov.cn/）等渠道查询，如投标供应近三年存在行贿犯罪行为，则

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③供应商须承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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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可在递交竞争性磋商响

应文件截止时间后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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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则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二）本项目所需特殊行业资质或要求

无。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设备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1、设备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序号 设备名称 参考品牌 数量 单位 技术参数

1 制冰机 Scoetman 2 台

•尺寸：768×843×1590mm

制冰机

•功率：220V/1.2KW

•产冰量：275KG/天

•风冷，方冰

储冰箱

•尺寸：768×843×1043mm

•储冰量：178KG

2 高比层炉 KOLB 1 台

3 层 9 盘层炉,带底架,带烟罩

–外部尺寸及重量,功率及电流：请参考图纸

–烤箱尺寸：1230(宽)x720(深) mm, 每层可放 3个 600x400mm 烤盘–升级版可预设

30 个程序结合手工操作“2合 1”的控制面板

–每层内置预热时间控制器和烘烤时间控制

–烤箱每层单独控制，上下加热分开控制

–带热反射膜大型玻璃门方便烘烤过程中的观察，可拆卸进行清洁



–易损件包括：玻璃，石板

–易耗品包括：玻璃螺丝胶垫，密封条

3 和面机 KOLB 1 台

20kg 螺旋式和面机,机械式面板，常规速度

–尺寸 宽/深/高：501x833x966/1230 mm

–重量：173 kg

–功率：1.5kW (勾：1.125 kW, 缸：0.25 kW)

–电压：380-400V, 50Hz, 3N,PE；电流： 4 A

–面粉 / 面团容量：12 / 20 kg

–速度：两档变速，280/140

–双马达，双计时器

–配机械式面板

–配备固定搅拌缸以及安全设置

–建议最少面粉容量 1/3（注意：含水量约 60%）–搅拌桶可正反转控制

–配备过载保护装置

–标配附件：1桶 1勾



4 搅拌机 KOLB 1 台

搅拌机，20L

–尺寸 宽/深/高：505x555x764 mm

–重量：82 kg

–电压：220-230V, 50Hz, PE；功率：1.1 kW；电流：7.6 A –容积：20 L

–齿轮带动

–速度：3种速度(97/220/316rpm)

– 30 分钟计时器可设定搅拌时间自动控制

–不锈钢安全网可以更好地保护操作人员

–特制的马达冷却系统，有效延长设备寿命

–特殊行星头设计，可有效防止机油外泄

–标配：1桶 1勾 1拍 1球

6 醒发箱 KOLB 1 台

插盘式冷藏醒发箱，36 盘，玻璃门

–外部尺寸及重量,功率及电流：请参考图纸

–单次最高产能：36 盘 600x400MM

–内外材质：不锈钢, 箱体保温层：60mm PU

–温控范围：+3°C to 50°C

–分段式冷藏和发酵，更好地保护面团

– PCB 面板，可手动和设程序自动控制，更精确地控制温、湿度– 24 小时程序设置



–不含烤盘

–易耗品包括：密封条

6 起酥机 KOLB 1 台

立式起酥机,型号：K43-5201AF8

–外部尺寸：2100 宽 x850 深 x1100 高 mm 重量，170kg 功率，0.4km

–传送带尺寸：515x2000mm

–配备高强度纤维输送带，不吸油

- 适用于披萨、派、丹麦类、蛋挞和曲奇面团制作

- 操控杆式控制正反面传动方向

- 脚踏式开关，方便操作

- 易耗品包括：输送带

5 急速冷冻柜 金城 1 台

单门配嵌入式锁，型号：JB1-10F

•风机马达：AXIAL FAN

•制冷压缩机组：法国泰康 功率 2.40KW

•采用无 CFC 的环保雪种(R-404a) , 柜体 75mm 环保绝缘材料

•内外不锈钢

•需冷凝排水

•活动式强力风冷系统

•电子操控板，数字控制显示



•3 步操作智能化控制面板,配一个食物温度探针

•硬性或软性食物速冻方式可供选择

•温度：空机从+23℃降至-38℃仅需 30 分钟；产品从常温降至中心温度-7℃时间约

25~45 分钟（视产品而定）

•4 只重力刹车轮

•柜内底板冲压成型，圆角，符合 HACCP 国际卫生标准

7 立式展示柜 金城 1 台

型号：LZ-2 功率：1.26KW

•适放 1/1 及 2/1GN 容器

•制冷机组安装在顶部, 可拆卸

•制冷机组：泰康

•采用无 CFC 的环保雪种(R-134a) 柜体 75mm 环保绝缘材料

•活动式强力风冷系统

•自动溶霜自动蒸发

•可承受 43℃环境温度

•柜内要求温度：+2℃~+7℃

•配有 4件 GN2/1 浸塑层架

•4 只 150mm 高不锈钢可调较柜脚

•符合 HACCP 国际卫生标准



•拉门采用安全防爆除雾玻璃，高透视度（92.7%）照明均为 LED 灯

8 冷冻冰箱 金城 1 台

•型号：LBD-4

•尺寸 1200×800×2000mm

•功率：0.78KW

•有效容积：1106L

•电源：220V/50HZ，三眼 16A 插座

•温度：-18℃~0℃

•温控采用进口最先进智慧型电脑板，小巧、反应灵敏瞬间显示 0.1℃差（可连线自动

报修系统）

•冷柜外观及内部设计精致美观，更加人性化

•侧板箱体一体式发泡，更加稳固、安全性强、方便搬运

•散热风机采用省电型风机，可省电 18%，散热器采用高效率超薄型

•底轮可做成调整脚

•内部可定制 L型支架，放置 40×60cm 的烤盘



9 冷藏冰箱 金城 1 台

•型号：LB-4

•尺寸 1200×800×2000mm

•功率：0.54KW

•有效容积：1106L

•电源：220V/50HZ，三眼 16A 插座

•温度：2℃~8℃

•温控采用进口最先进智慧型电脑板，小巧、反应灵敏瞬间显示 0.1℃差（可连线自动

报修系统）

•冷柜外观及内部设计精致美观，更加人性化

•侧板箱体一体式发泡，更加稳固、安全性强、方便搬运

•散热风机采用省电型风机，可省电 18%，散热器采用高效率超薄型

•底轮可做成调整脚

•内部可定制 L型支架，放置 40×60cm 的烤盘

10 打蛋器 KA 20 台

型号：5KSM67580XC/产品容量：6.9L/功率：500W/电压 220V/频率：50-60Hz/尺寸：

高 420 宽 290 深 370（单位 mm）/操控方式：旋钮式 10 档/颜色：珠光红/上市时间：

2021 年 3 月/产品重量：15.88KG(含包装)



11 电磁炉 GROWIT 13 台

•全不锈钢结构设计，专业散热风道设计，商用机芯，经久耐用；

•商用设计理念，炉面板采用 6mm 厚微晶玻璃面板，坚固耐用；

•先进智能化微电脑控制技术，设计有：定时、定温、猛火及预约功能；

•全新三防设计理念：防水、防虫、防油烟设计，方便清洁与维护；

•人性化超耐用磁控开关控制，数码显示，一目了然；

•采用三重立体防辐射屏蔽设计，呵护厨师健康，保障安全使用。

11
硬式冰淇淋

机
TAYLOR 1 台

•型号：104

•产能：每 5分钟产 1份，1份大概 3L

•提供低或中等膨胀率的冰淇淋、意大利式冰淇淋、雪芭或者意大利冰。

•冷冻缸：一个，3夸脱（2.9L）。填入的液态原料的多少决定产品的膨胀率。

•自动时间控制，成品质量由产品配方所设定的时间自动控制。蜂鸣器会提醒你斟出

成品。

•通过附带的漏斗，液态原料和口味酱可方便的从顶部加入。

注：投标供应商选用的设备品牌须参照或相当于采购人提供的参考品牌且满足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同时与投标供应商投标时所列品牌

一致。



2、水电改造及其工作台定制安装

序号 项目 材料 参考品牌 数量

1 小教室

10 平方电缆线 玉马 90 米

铺设人工费 90 米

4、6 平方电线 玉蝶 65 平方

铺设人工费（含水路） 65 平方

2 大教室

25 平米电缆线 玉马 50 米

铺设人工费 50 米

4、6 平方电线 玉蝶 102 平方

铺设人工费（含水路） 102 平方

3 共用

插座 公牛 实际使用

空开箱 公牛 2个

水管 德标 8根 24 米

4 订做工作柜子

大理石台面

46.8 米免漆木板柜体

含运费安装费

注：投标供应商选用的设备品牌须参照或相当于采购人提供的参考品牌且满足

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同时与投标供应商投标时所列品牌一致。



五、商务要求

一、交货期及交货地点

1、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历天。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验收标准、规范及方式

1、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行业有关验收规范的要求。

2、验收标准：设备及系统软件安装调试后，其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

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验收结果必须符合供应商提供的检查项目的各项要求，必须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三、售后服务

1、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货物性能、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采购人提供

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并根据采购人要求将货物安装调试完成，使采购人能正常的使用；

2、在质保期内，如果成交供应商和制造商的产品技术升级，成交供应商应及时通

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成交供应商和制造商应对采购人购买的产品进行升级

服务；

3、成交供应商在质保期内对所提供的设备和系统进行免费维护，对货物出现的质

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接到用户故障通知后，如在电话支持不能

解决的情况下，在 12 个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排除故障；

4、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培训服务，主要负责对采购人进行相关的软件技术培训等工

作，根据采购人的需要赴现场开展培训工作。

四、质保期

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三年。

五、付款方式

在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20%，在供应商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培训、验

收合格后，采购人根据财政支付程序及相关合同约定，支付至合同款总价款的 100%。付



款要求：待采购人完成合同备案后，成交供应商需提交请款申请和正规普通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

六、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 需要 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额度为：合同总金额的 5 %，签订合同

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指定账户缴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将在本项目工作验收完成

后 28 日内予以无息退还。

七、竞标有效期

自竞标截止之日起 60 日历天。

八、其他要求

1、竞标报价补充：

（1）本项目设置最高竞标限价。

本项目最高竞标限价为：860392.50 元（含税）。投标供应商的竞标报价不得超过公

布的最高竞标限价，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2）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的形式。投标供应商的竞标报价为交货地点的完税价，

包括货物到达指定交货地点的设备费、包装费、运输装载费、二次载运费、损耗、运输

保险、税金、利润、安装、调试、培训、售后服务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等为完成项目通

过验收并交付甲方使用的全部工作的费用，采购人不再向成交人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投标供应商的竞标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

以变更。

（4）投标供应商报价中按规定应计入而未计入的费用，视为投标供应商不收取的

费用，成交后不作调整。

（5）投标供应商因漏项、漏算、错算，而未计入总报价的价格，视为该价格已包

含在总报价中，成交后不予调整。

（6）投标供应商的竞标报价应满足国家对营改增政策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投标供应商成交后，不得以成交价格低或其他任何理由向采购人要求增加一



切费用。如有，视为虚假应标，将取消其成交资格，并列入采购人黑名单。

（8）采购人只接受唯一的竞标报价及唯一的竞标方案。

（9）投标货币：人民币。

2、竞标报价采用两轮报价方式。

第二轮竞标报价（最终报价）金额必须小于或等于第一轮竞标报价（响应文件 报

价文件 （一）报价函 上的报价为第一轮竞标报价），以第二轮竞标报价（最终报价）

为评审依据。若第二轮竞标报价（最终报价）小于第一轮竞标报价的，则所有单价同比

例下浮。

供应商的第二轮竞标报价（最终报价）大于第一轮竞标报价的按无效标处理。

3、是否需要提交样品：不需要。

4、采购过程中，如供应商存在违法行为，在相关管理部门调查期间、被行政处罚

期间，管理部门可视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暂停采购活动。



六、评标办法

一、评标办法

本项目采用 综合评分法 进行评审。

综合评分法，是指在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评标专家按照采购文件中

规定的各项评审因素及其分值进行综合评分后，以评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推荐 1至 3家供

应商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评标方法。

二、评分因素

评分的主要因素分为价格因素、技术因素和商务因素。评分因素详见评分表。评标

时，评标专家依照评分表对每个有效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打分，技术

部分每个评分项目的最终得分为评标委员会所有成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保留 2位小

数）。

三、评分标准

1.初步审查表

http://www.baidu.com/s?wd=%E6%8B%9B%E6%A0%87%E6%96%87%E4%BB%B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8B%9B%E6%A0%87%E6%96%87%E4%BB%B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资 格 审 查 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交易编号： 日 期：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资格要求
供应商 1 供应商 2 供应商 3

1

经营资格审查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或自然人

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0 年度或 2021 年度经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财

务报表附注，财务审计报告应盖有会计师事务所单位章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专用章，

并附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及执业证书复印件（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事业

单位无财务审计报告的须提供会计决算报告；新成立不满一年的企业提供基本开户银

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1 年 06 月至今任意三个月缴

纳税收的相关证明材料（依法免税的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提供 2021 年 06 月

至今任意三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纳的相关证明材料（不需要缴纳社保资金的供应商须

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5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提供参加本次采

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文件详见响应文件

范本）。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①提供《投标供应商信用记录承诺书》（格式文件详见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范本）。

②供应商须承诺：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行为。采购人或代理

机构可在递交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

//wenshu.court.gov.cn/）等渠道查询，如投标供应近三年存在行贿犯罪行为，则取

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③供应商须承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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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可在递交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

截止时间后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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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则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

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7 投标保证审查

提供保证金已交纳的依据（选择银行转账方式的提供系统提示已交纳的回执截图并加

盖投标供应商公章；选择银行保函、保险公司投标保证保险方式的提供原件扫描件或

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同时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将银行保函、保证保险等

原件资料面交采购代理机构）。



8 其他资格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资格要求。

资格审查结论（通过或不通过）

资格审查成员（签字）：



符 合 性 审 查 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交易编号： 日 期：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审查内容
供应商 1 供应商 2 供应商 3 供应商 4

1
商务实质性

响应审查

是否完全满足采购文件 第二章 第二节 商务要求

全部内容。

2
技术实质性

响应审查

是否完全满足采购文件 第二章 第一节 设备采购清

单及技术参数的全部内容。

3 报价审查 异常低价审查。

4 无效标审查
按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无效标条款规定，审查是否

通过。

审查结论（通过或不通过）

备注：投标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

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

理。

符合性审查成员（签字）：



2.评分表

评 分 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交易编号： 日 期：

供应商名称

评分项及评分标准

供应商 1 供应商 2 供应商 3 供应商 4

价格分

（50 分）

磋商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有效磋商报价）×价格权值(50%)

×100
0-50 分

技术分

（20 分）

实施方案

（10 分）

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具有完整合理的实施方案、项目管

理方案，依据国家质量体系有关要求，安排实施计划、

进度、质量控制、验收方案、文档提供方案。根据优良

情况打分，优秀得 10-7（不含）分，良好得 7（含）-3

（不含）分，一般或未提供得 3（含）-0 分。

0-10 分

技术满足

（10 分）

投标产品的配置、材质技术参数及工艺要求满足第二章

设备采购清单、技术参数及商务要求“第一节 设备采

购清单及技术参数”指标的得基础分 5分；每提供一项

0-10 分



更优配置或工艺要求的，加 0.5 分，本项最多得 10 分。

注：供应商需提供技术支撑材料（软件系统截图），未

提供或未明确的不得分。

商 务 分

（30 分）

项目业绩

（10 分）

自 2019 年以来，供应商承担过类似项目。每提供一个

得 1分，最多得 10 分。

注：需提供成交通知书（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或

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0-10 分

质保期

（10 分）

在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的三年质保期的基础上，承

诺延长质保期的，每延长一年加 5 分，最高加 10 分。

质保期内免费维修。

0-10 分

认证体系

（5分）

投标供应商同时提供有效的 ISO9001 系列质量体系认

证证书、ISO14001 系列环保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

单位公章的得 5分，缺项或未提供不得分。

0-5 分

设备故障

响应时效

（5分）

投标人承诺，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如在电话支持不

能解决的情况下，在 6个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排除故障

的得 5分；在 8个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排除故障的得 3

分；在 12 个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排除故障的得 1分；

0-5 分



超过 12 小时或未提供承诺的，不得分。

政策性加

分

（5分）

（1）对投标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清单”或“环保产品清单”有效

期内中的产品（强制采购产品除外），在招标采购评审工作过程中，

给予适当加分，即在总得分基础上，每一项加 0.3 分；如投标产品

同时属于“节能产品清单”和“环保产品清单”两个清单中产品的，

每一项加 0.5 分，最高不得超过 2分

（2）对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

生产制造的投标主产品（不含附带产品），总分基础上加 3分。投

标主产品按照不低于本项目预算金额 50%进行确定。

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

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

份：青海、云南、贵州。

0-5 分

得分
供应商最终

得分+政策

性加分

评标专家（签字）：



3.价格分的计算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前提下，最低有效磋商报

价作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余供应商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磋商报价）×价格权值（50%）×100

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 3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

值的比重不得低于 10%。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其价格

不列为评审因素。采购项目中含不同采购对象的，以占项目资金比例最高的采购对

象确定其项目属性。



七、废标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项目给予废标，项目磋商终止：

1.符合专业条件的或对采购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八、无效标条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作无效投标处理，该供应商的响

应文件不参与评审：

（一）递交的响应文件不完整或未按采购文件要求盖公章及签字的；

（二）供应商不符合国家及采购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三）投标联合体未提交联合投标协议的；

（四）竞标初始报价经评审委员会认定低于成本价的；

（五）最终报价高于采购文件载明的财政预算控制价的；

（六）响应文件未对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的；

（七）供应商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供应商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磋商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供应商的竞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九）响应文件未胶装成册的（采用打孔装订、活页夹等方式装订的响应文件

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十）未交纳竞标保证金的；

（十一）投标有效期不足的投标无效；

（十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

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十三）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的供应商参加本采购项目的；

（十四）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足以导致响应文件无效的情形。


	一、采购项目概述
	二、货物/服务要求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四、设备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注：投标供应商选用的设备品牌须参照或相当于采购人提供的参考品牌且满足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同时与投标供
	2、水电改造及其工作台定制安装
	五、商务要求
	六、评标办法
	八、无效标条款

		2022-07-14T15:56:13+0800
	-
	ÆÕ³ÏÕý»ª¹¤³Ì×ÉÑ¯ÓÐÏÞ¹«Ë¾
	verif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