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标 文 件

标书编号 ：YFZB2005102 

招标物资名称：废 钢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

二 00五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部分 招标书

一、 标书编号 YFZB2005102 

二、 简要说明：

1、招标单位：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

2、招标物资名称： 废钢

 3、年需求量 :      7500 吨

 4、交货地点：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库房

三、标书发送时间： 2005年 9月 15日

四、购买标书及评审费用： 200元

五、投标截止日期： 2005年 9月 25日 17时，逾期不予受理

六、开标时间： 2005年 9月 26日

七、标书发送地点：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招标办公室

八、投标书送达方式及地点：

投标方式：只限邮寄、递交两种方式

1、 递 交：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招标办公室

联 系 人：李 勇

联系电话： 024-27898020     13332418321 

地 址：沈阳市辽中县城郊乡孙家万村

2、 邮 寄 :沈阳机床铸造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联 系 人：吴建华

联系电话： 024-25878093（传真）

地 址：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北街 22号 邮编： 110025 

九、开标地点：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招标办公室



第二部分 投标文件

一、招标文件说明 : 

1、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 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

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以使其对

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2、本次招标只给出了现我厂使用物资型号， 投标方投标时应按具体的

型号给出报价，报价为含税含运费的到厂价格。

3、在投标截止日期前的任何时候，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招标人可主动

或在解答投标人提出的问题时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并以书面、传真、电

子邮件形式通知投标人，招标文件的修改书将构成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对

投标人有约束力。

4、假冒他人单位名称、 商标或品牌者不准投标， 若发现后废标并永久

性中止合作。

三、关于投标文件 :  

（一）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准备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包括 : 

1、投标书

2、投标数量价目表

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4、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5、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6、企业及产品荣誉证书（复印件）



7、产品代理资格证书（复印件）

8、企业简介、近三年的业绩情况（提供近期三年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及利润

表）

9、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书

（二）投标书必须按规定的投标书格式。

（三）报价只能有一个不变价，招标人不接受任何选择价。

（四）投标书在投标截止日期前如有修改应有授权代表签字； 截止日期后不能修改。

（五）投标文件的密封与标记 : 

1、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分别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在

投标文件封皮明显处注明：

（1）招标方：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

（2）招标文件编号： YFZB2005102

（3）招标项目名称： 废钢 招标

（4）投标人的名称（加盖公章） 、地址、电话、并说明 “开标时启封 ”

的字样

2、投标文件字体采用宋体、 A4幅面纸张打印

四、招投标文件的补充  : 

1、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投标文件有关的费用， 不论投标的

结果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投标文件自

开标之日起 15天内有效。

2、投标文件必须在招标人规定的投标截止日期前送达 （邮递）到投标地点，

过期无效。

3、投标人须对投标货物的质保条款及售后服务方案作出详细承诺。



第三部分 开标、评标及定标

一、开标 : 

1、开标地点：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招标办公室

2、开标时间： 2005年 9月 26日

3、开标：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招标办公室全体人员及审计监察人

员在场拆封。记录投标文件有关的主要内容，并在开标记录上共同签字

认定。由审计监察人员整理开标结果，并将开标结果提交招标委员会。

二、评标 : 

1、由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工作，评标委员会享有定标权。

2、评标原则 : 

（1）投标文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2）评标委员会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3）保密性原则 :评标委员会将保守投标人的商业秘密

（4）综合性原则 :评标委员会将综合分析投标人的各项指标，而不以单项指

标的优劣评选中标单位。

3、评标主要因素 : 

（1） 产品质量、性能

（2） 产品报价

（3） 供应商技术能力

（4） 交货能力

（5） 售后服务



（6） 资信情况

（7） 有利于招标人的其它优惠政策

4、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在评

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向评委询问情况，不得进行有违公正的活动，否则将

被取消投标资格。

5、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地方进行必要的澄

清或答辩，投标人必须按时派专人进行澄清或答辩。

6、当有底标时，若全部投标报价均超出标底，评标委员会有权决定全部废

标或要求全部投标人重新报价。

三、定标 :  

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的产品报价、产品性能、售后服务、及社会

信誉等情况公开议标后，定出中标人。评标委员会无论投标结果如何，均

无向投标人解释其中标或未中标原因的权力和义务 . 不退还投标文件。



第四部分 合同授予及付款方式

一、中标通知书 :  

评标结束后，由招标方签发《中标通知书》

二、签订合同  : 

1、《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方与中标方签订合同，招标方有权对招标

物资的数量进行适当的增减，或分项选择中标人。

2、中标方应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与招标方签订中标经济合同，

否则按开标后撤回投标书处理，没收全部保证金。

3、本次招标的物资需求数量为沈阳机床铸造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全年

需求量，具体执行时将分月与中标方签订合同，当量和交货期以所签合同

为准。

三、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所负责任 : 

执行标准：废钢质量验收标准

1、 块度：应符合下表要求：

炉子规格 5T/H 10T/H 

最大尺寸 <250mm <350mm 

重量 0.2-7kg 0.3-12kg 

厚度 >5mm >5mm 

2、 废钢表面只允许有轻锈；对锈蚀至有腐蚀脱落层的需进行清理。

3、 废钢里不得混有铁合金，铸铁，有色金属及电镀件等，更不允许混有雷

管，密封罐等爆炸性危险物品，对非金属混合物如耐火材料，砂泥、炉渣等，

必须清除，其含量不得超过 3% 。



四、交货地点：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库房

五、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由投标方负担运输费用

六、验收方式：由招标方质量管理部门进行质量验检后方可入库。

由招标方物资管理部门进行检斤验收后方可入库。

七、结算方式

物资到厂验收合格后滚动付款

八、合同解除条件：协商解决。

九、其它约定事项：

（1）若出现质量问题，投标方在接到招标方的相关通知后，投标方须到现场解

决问题（沈阳市内 2小时之内，沈阳市外 24小时之内），否则按双方的约

定供货期，每拖期一天罚合同额的 5%；

（2）无双方同意，价格不能改动，单方面改动价格造成的损失，由改动方负责。

（3）投标方应在开标前预付保证金 15万元（现金、支票、汇票）。在开标前未

提供投标保证金的将视为投标无效。开标后在投标有效期间，投标人撤回

其投标书，保证金将被没收。投标方中标后，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落标单位的保证金将在通知落标单位的十日内无息返还给落标方。

（4）履约保证金的使用按签订供货合同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投标书格式 （样式）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

我们已收到你们的 YFZB2005102号招标文件 ,经认真研究，我们决定参加投

标：

1、 我们愿意遵照招标文件中的投标须知和合同条款以及其它一切要求投标，

具体价格见数量价目表。

2、如果我们的投标书被接受，我们将严格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要求，

保质、保量提供招标方所需物资和服务。

3、我们愿意提供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文件资料。

4、我们愿意按照经济合同法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

5、所有有关本次投标的函、电，请寄下列地址。

投标单位： （盖章）

地 址：

电 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签字： 代表职务：

投标日期：



质保及售后服务承诺书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承诺书内容）

*************************************************************                   

投标人公章

投标人法人代表签（章）



第六部分 投标数量价目表

本次招标只给出我公司使用物资规格，投标方投标时应按具体的规格给

出报价，报价为含税含运费的到厂价格。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物资供

货量

含税含运费

价格元 /吨 备注

注 :未提及的规格的价格，按此次招标价格比照执行，由此次中标供应商负责供

货 .  

投标人公章

投标人法人代表签（章）

投标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