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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血液中心血小板恒温振荡箱项目集中采购公告

闽血购集[2018]59 号

一、投标邀请

福建省血液中心对以下货物及服务项目进行集中采购，欢迎国内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1.采购文件编号：闽血购集[2018]59 号

2.采购项目：血小板恒温振荡箱（详见采购项目一览表）

3.交货期：详见采购项目一览表

4.采购文件的索取：投标人直接从福建省血液中心网站下载。

5.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凡有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投标人应按规定编写投标文件并请于 2018

年 6 月 4 日 11：30 前送达福建省血液中心四层 404 室后勤科（地址：福州市台江区西二环南路 28

号，联系人：吴靖思，电话：0591-83898052）。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6.开标时间：2018 年 6 月 4日 15:00

7.开标地点：福建省血液中心五层会议室

8.凡对本次采购提出疑问的，请在开标日前以书面方式与福建省血液中心后勤科联系，联系人：

吴靖思，电话：0591-83898052

附件 1

采购项目一览表

合

同

包

品目

号

采购项目名

称
数量 技术参数要求 配送地点 交货时间

1 1-1
血小板恒温

振荡箱
1 台

1、设备采用多核 CPU 微电脑控制系统，多点式温度实时监控，即
时显示温度动态曲线图，通过电磁兼容（EMC）检测。（提供省级检
验检测报告）
2、温控范围：22.0℃±1.0℃，温度显示精度：0.1℃,报警温度：
＜20℃，＞24℃。
3、采用进口恒速电机，连续往复（左右）、水平振荡,振荡平稳，
连续运转无噪音，振荡幅度 50mm±5mm, 振荡频率 60 周／分钟。
4、振荡箱存储容量：≥48 袋(机采袋)/ ≥96 袋（手工分离）。
5、外形尺寸（宽×深×高）：宽≤700 mm,深≤700 mm,高≤1400mm。
6、存放面积（宽×深×层高）：宽≥450mm , 深≥350 mm, 层高≥
35mm。
7、防滑涂层抽屉式搁架，有效防止血小板滑落。
8、彩色液晶触摸屏≥7 寸，全中文操作界面，方便存贮记录的查阅。
9、数据存储≥16G，实时记录保存箱的运行数据，便于数据溯源和
质量管理。
10、内置 WIFI 和 USB 模块，可轻松存储、传输和追溯设备的运行
数据，连接 WIFI，可通过手机、电脑、平板远程实时监控设备的运
行情况。
11、内置 LED 照明灯，紫外线消毒灯，一键启动消毒功能。
12、采用进口制冷系统和脉冲式加热，保证箱体内温度的稳定性和
一致性，制冷方式为强制性风冷式，使用无氟环保制冷剂。
13、配备进口蓄电池，超长时间免维护，可在断电情况下记录箱内
实时温度。
14、采用两套独立的报警系统，当保存箱出现异常情况时，立即发
出声、光双重报警，并弹窗提示报警信息，同时具有手机报警功能，
可以第一时间向工作人员发送报警短信。
15、整机保修 2年。

福建省血

液中心（福

州市台江

区西二环

南路 28

号）

合同签订

后 20 个日

历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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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须知

1.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福建省血液中心血小板恒温振荡箱采购项目

1.2 项目内容：见采购项目一览表

1.3 项目编号：闽血购集[2018]59 号

2.投标人资格

2.1 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合法经营资格，有能力提供本采购文件所述货物及服务的生产商或供应

商（须提供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 2016 年度企业年度报告

公示信息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未提供上述资料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2.2 投标人生产、经销的投标货物或服务的资格必须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和认可（需提供

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未提供以上资料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2.3 投标人为生产商的需提供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复印件（进口产品无需提供），投标人为供

应商的需提供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上述复印件需加盖投标人公章，

注明与原件一致，未提供以上资料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2.4 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5 投标代表必须经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关于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授权，请提供授权委托书

原件（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的无需授权委托书），并提供投标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2.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投标有效期：投标截止期结束后 90 日历日，投标有效期不足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4.投标文件递交地址：福州市台江区西二环南路 28 号，福建省血液中心四层 404 室，联系人：吴靖

思，联系电话：0591-83898052

5. 投标文件的编写

5.1 本采购项目共 1 个合同包，投标人按合同包投标，对同一合同包内所有品目号内容投标时必须

完整。评标与授标以合同包为单位。

5.2 投标人按合同包填写《福建省血液中心血小板恒温振荡箱采购项目响应书》（包括“商务技术

响应书”和“报价书”）并根据响应书所列内容提供相关材料，装订成册，加盖投标人公章后密封

投标，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公章。

5.3 投标人可对采购项目一览表所列的全部合同包或部分合同包进行投标。除非有另外的规定，本

项目不接受有任何可选择性的报价，每一种货物或服务只能有一个报价。

5.4 投标文件应用中文书写,并应使用不能擦去的墨料或墨水打印或书写。

5.5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

5.6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部分：

①《福建省血液中心血小板恒温振荡箱采购项目响应书》（包括“商务技术响应书”和“报价书”）

②投标人营业执照和有关资格证明文件（详见第 2 条投标人资格）

③投标人所投货物的彩页资料或影印件（如果有）

未按要求提供上述文件或资料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6.投标文件的密封、标记和递交

6.1 投标文件要求独立编制：必须用 A4 幅面纸张打印，须装订成册，并加盖骑缝章(或每页盖章)，

否则视为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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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投标文件的数量：投标人应制作投标文件正本 1份，副本 3 份递交给采购人。

6.3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用信封密封，并在密封信封上注明“正本”、“副本”、“合同包号”、“采购

货物（服务）名称”和“于______之前（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开标日期及时间）不准启封”的字样，

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如果未按规定进行密封和标记，采购人对投标文件的误投或提前拆封不负责任。

6.4 如果投标文件由邮局送交，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按照本须知第 6.1 至第 6.3 的规定进行装订、

密封和标记后，按投标邀请第 5 条注明的时间和地址送达采购人。

6.5 投标文件应在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截止时间前送达，迟到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投标文件未按上述要求制作和提交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7. 投标人的报价

7.1 本采购项目使用的报价货币为人民币。

7.2 投标人的报价应填写货物的单价和总价，否则以无效投标处理。单价与总价不符的以单价为准；

大写报价与小写报价不符的以大写报价为准。

7.3 投标人的报价中应包含产品的设计、制造、运输、保险、检测、装卸、搬运、安装、辅材、保

修、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税收等一切费用，项目实施后采购人不再支付其它费用。

7.4 最高限价：本采购项目最高限价为 99000 元/台，投标人的报价超出最高限价的，按无效投标处

理。

8.评标标准和方法：

8.1 当有效投标人多于或等于二家时，采取最低评标价法确定中标方。在符合采购文件商务技术、

质量和服务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投标人对产品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以提

出最低投标报价的供应商作为中标供应商。

8.2 当有效投标人只有一家时，采取直接谈判的方式确定中标方。

9.合同授予、付款方式及条件

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到货并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凭中标人的正式

发票于 20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货款。

10.关于样品的规定：无

11.技术服务要求：

11.1 投标人所提供货物应按国家规定的包装标准进行包装，包装、标签、说明书符合有关要求。

11.2 投标人提供货物时应出具符合要求的销售凭证。

11.3 投标人应有能力提供下列伴随服务：

①货物的现场搬运和入库。

②对进货开箱时发现的破损、近效期货物或其他不合格包装货物及时更换。

③提供货物开箱或分装用具（如果需要）。

④在采购人指定地点为所供货物的使用进行现场讲解或培训（如果需要）。

12.其他：

投标人所提供的资质材料的内容无法用肉眼识别、超过有效期（包括未提供企业年度报告公示

信息）的，以无效投标处理。

福建省血液中心

2018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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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血液中血小板恒温振荡箱采购项目响应书

致：福建省血液中心

根据贵中心血小板恒温振荡箱采购项目的投标邀请（采购文件编号：闽血购集[2018]59 号），

现授权我单位（投标代表） 参加投标。并按要求提供如下响应书。

商务技术响应书
合

同

包

序号 要求 投标响应 偏离说明

1

1 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1.1 合格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企业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材料

1.2
投标代表人的授权书（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的无需授权委

托书）

1.3 投标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1.4 合格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1.5

投标人为生产商的需提供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复印件（进口产品无需

提供），投标人为供应商的需提供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复印件

2 技术参数要求

2.1
设备采用多核 CPU 微电脑控制系统，多点式温度实时监控，即时显示温度

动态曲线图，通过电磁兼容（EMC）检测。（提供省级检验检测报告）

2.2
温控范围：22.0℃±1.0℃，温度显示精度：0.1℃,报警温度：＜20℃，

＞24℃

2.3
采用进口恒速电机，连续往复（左右）、水平振荡,振荡平稳，连续运转无

噪音，振荡幅度 50mm±5mm, 振荡频率 60 周／分钟

2.4 振荡箱存储容量：≥48 袋(机采袋)/ ≥96 袋（手工分离）

2.5 外形尺寸（宽×深×高）：宽≤700 mm,深≤700 mm,高≤1400mm

2.6 存放面积（宽×深×层高）：宽≥450mm , 深≥350 mm, 层高≥35mm

2.7 防滑涂层抽屉式搁架，有效防止血小板滑落

2.8 彩色液晶触摸屏≥7 寸，全中文操作界面，方便存贮记录的查阅

2.9 数据存储≥16G，实时记录保存箱的运行数据，便于数据溯源和质量管理

2.10
内置 WIFI 和 USB 模块，可轻松存储、传输和追溯设备的运行数据，连接

WIFI，可通过手机、电脑、平板远程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情况

2.11 内置 LED 照明灯，紫外线消毒灯，一键启动消毒功能

2.12
采用进口制冷系统和脉冲式加热，保证箱体内温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制

冷方式为强制性风冷式，使用无氟环保制冷剂

2.13 配备进口蓄电池，超长时间免维护，可在断电情况下记录箱内实时温度

2.14

采用两套独立的报警系统，当保存箱出现异常情况时，立即发出声、光双

重报警，并弹窗提示报警信息，同时具有手机报警功能，可以第一时间向

工作人员发送报警短信

2.15 整机保修 2 年

3 投标有效期：投标截止期结束后 90 日历日

4 配送地点：福建省血液中心（福州市台江区西二环南路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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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20 个日历天内

6 其他：采购文件提出的其他要求

注：1.投标人应在提交的响应书的“投标响应”栏填写响应情况，完全符合采购要求的填写“响应”，部分符合

采购要求的，填写具体响应内容，优于采购要求的填写具体的响应内容。

2.“偏离说明”项下填写以下内容：优于采购要求的，填写“正偏离”；符合采购要求的，填写“无偏离”；

低于采购要求的，填写“负偏离”。

3.若有负偏离而未如实填写的将视为虚假应标。

投标单位（盖章）： 投标单位负责人或代表人签字：

电话： 传真： 身份证号码及复印件：

投 标 时 间： 年 月 日

报价书

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项目名称 数量 生产厂家及型号
投标人报价

单价（元/台） 总价（元）

1 1-1
血小板恒温振

荡箱
1 台

投标报价（总价）（大写）：

投标单位（盖章）： 投标单位负责人或代表人签字：

电话： 传真： 身份证号码及复印件：

投 标 时 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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