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投标文件封面格式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密山市湖滨灌溉区工程

（第六标段： 2 号泵站、 2级泵站水泵、电动机、主阀、电磁流量计、管件）

投 标 文 件

合同编号：

投标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委托代理人：

电话：

投标日期：



2 投标函

投 标 函

（招标人名称）：

根据贵方（招标项目名称）采购的招标文件（合同编号） ，我们经过详细审阅和研究，

现决定参加招标。

1、我们愿按照招标文件中的条款、要求、提供所需的招标货物及一切相关的服务，招

标总价为答谢（人民币及金额）小写（￥ 元），供货地点 。

2、如果我单位中标，我们将在双方订立合同之后，按贵方要求的供货期

完成本项目的建设内容。

3、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 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 ）。

4、我们同意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22 条的规定，本投标文件的有效

期为从开标日期起计算的九十天，再此期间，本投标文件将始终对我们具有约束力，并可

随时呗接受。如果我们中标，本标书文件再次期间之后将继续保持有效，直至合同生效。

5、我们同意提供招标人要求的有关本次招标的所有材料。

6、我们理解，我方有权利组织在设备他人完成的实际工作不分的金额。

7、我们理解你们无义务必须接受投标价最低的标段，并有权拒绝所有的投标。

8、如果我们中标，为执行合同，我们按投标人须知第 32条要求提供必要的履约保证。

投标人名称（盖章）：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职务：

日期：



3投标报价一览表

3.1 设备清单总价表

设备清单总价表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投标总价格
人民币小写（元）：

人民币大写（元）：

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提交形式

交货时间 合同签字生效后于 交货

备注



3.2 设备分项价格表

设备分项价格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1 设备或材料本体

2 备品备件

3 专用工具

4 技术服务费

5 运杂费（保险）

6 安装费

7 运行维护成本费

8 其他

,, ,,

总计（元）

注：1、设备单价应包括设备的制造、工厂实验。包装、运输、卸载、第三方检测费、

安装、调试以及软件开发、有效和安全运行必须的一切备品。备件、附件，还有运行管理

人员的培训费、保险费及所有税费等其他一切费用。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3.3 附属设备分项价格表

附属设备分项价格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生产厂商 备注

合计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3.4 备品备件分项价格表

附属设备分项价格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生产厂商 备注

合计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3.5 专用工具分项价格表

专用工具分项价格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生产厂商 备注

合计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3.6 配套身背分项价格表

配套设备分项价格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生产厂商 备注

合计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1、设备单价应包括设备的制造、工厂实验。包装、运输、卸载、第三方检测费、

安装、调试以及软件开发、有效和安全运行必须的一切备品。备件、附件，还有招标投标

交易服务费、招标代理费、售后服务、专家审核费、参与收和运行管理人员的培训费、保



险费及所有税、费等等其他一切费用。

2、如果单价与和价的计算结果不符时，以单价为准合价。

3、投标人应提供“技术标准和要求”中规定备品备件的分项价格表，价格含在投标总

价中；投标人还应提供推荐备品备件的分项价格表（价格不含在总投标总价中） ，将作为增

加备品备件定货依据。

4、投标人必须详细列出设备部件单价表，注明型号、规格、产地等情况。

5、投标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完善以上列表。



6以标价的货物清单

对第五章货物清单内容和格式进行的单价和合价计算。



七货物说明一览表

货物清单名称

序号 货物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厂家或产地 交货期

注：1、分组分项编制此表

2、必要时各项货物详细技术性能可另业描述。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8 商务偏离表

投标人必须仔细阅读投标文件所有商务条款，并将所有偏离的条目凌辱下表，为列入下表

的视作投标人完全接受。任何影响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实质相符的差异不应列入下表

序号 条款号 原条款描述 偏离 备注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日 期： 年 月 日



8 技术偏离表

投标人必须仔细阅读投标文件所有商务条款，并将所有偏离的条目凌辱下表，为列入下表

的视作投标人完全接受。任何影响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实质相符的差异不应列入下表

序号 条款号 原条款描述 偏离 备注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日 期： 年 月 日



10资格证明文件

填写须知

1、制造商作为投标人应填写和提交上述规定的 10-1、10-2、10-3，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贸易公司作为投标应填写和提交规定的 10-1、10-2、10-3、10-4（或 10-6）以及其他

有关资料。

2、所附格式中要求填写的全部内容都必须填写。

3、本资格声明的签字人应保证全部声明和填写的内容是真实和正确的。



10-1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招标人：

（投标人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 授权（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姓名） 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处组织的 项目（合同编号）招标活动，

全权处理招标投标活动的一切事宜。

法定代表人签署：

投标人（公章）

日 期：

附：

委托代理人姓名：

职 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传 真：

电 话：



10-2 原件的复印件

序号 名 称 备 注

1 营业执照

2 认证证书

3 税务登记

4 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含流动资金来源证明

5 认证体系证书

6 

近五年已完成的类似项目业绩（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

书、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检验报告、设备运行良好

的评价证书）

7 投标人根据评标办法评分要求

,, ,,



10-3制造商资格声明

1、名称及概况：

制造商名称：

总部地址：

电传 /传真 /电话号码：

成立和 /或注册日期：

注册资本：

近期资产负债表 (到 年 月 日止 ) 

① 固定资产：

② 流动资产：

③ 长期负债：

④ 流动负债：

⑤ 净值：

主要负责人姓名： (可选填 ) 

2、(1)关于制造投标货物的设施及其它情况：

工厂名称地址： 生产项目 年生产能力 职工人数

(2)本制造商不生产，而需从其它制造商购买的主要零部件：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主要零部件名称

3、本制造商生产货物的经验 (包括年限、项目业主、额定能力、商业运营的起始日期等 )：

4、近三年该货物主要销售给国内、外主要客户的名称地址：

(1)出口销售

(2)国内销售

5、近三年的年营业额

6、易损件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兹证明上述声明是真实、正确的、并提供了全部能提供的资料和数据，我们同意遵照

贵方要求出示有关证明文件。

制造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签字日期：

传真：

电话：

电子函件：



10-4 经销公司与制造商（或区域总代）的经销协议或代理协议

（视具体情况而定）

（复印件）



10-5 制造厂商出具的授权函

致招标人

。 主要营业地点设在 兹指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律正式成立的，主要营业地点设在 作为我方真正唯一的和合法的代

理人进行下列有效的活动：

(1) 代表我方在办理贵方本项目招标公告要求提供的由我方制造的货物之有关事

宜，并对我方有约束力。

(2) 作为制造商，我方保证以合作方的身份来约束自己，并对该响应共同和分别承

担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的义务。

(3) 我方兹授予 全权办理和履行上述我方为完成上述各点所必须的

事宜，具有替换和撤销的全权。兹确认 或其正式授权代表

依此合法地办理一切事宜。

我方于 年 月 日签署本文件， 于 年 月 日

接受此件，以此为证。

贸易公司名称（公章）： 制造商名称（公章）：

签字人职务和部门： 签字人职务和部门：

签字人签字： 签字人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