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投标邀请

四川同方建设咨询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受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采购

人）委托，拟对残疾人辅助器具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兹邀请符合本次招

标要求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编号：510201202073803

二、招标项目：残疾人辅助器具采购项目

三、资金来源：纳入预算管理的捐赠资金，已落实，本次采购预算为 100

万元。

备案编号：SCZC510901—20200013

四、招标项目简介：

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一家供应商提供本项目所需货物及服务（详见招标

文件第六章）。

五、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前具备下列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

购（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均视同小微企业）。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四）本次政府采购活动接受联合体。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成员单位不能超过2家（含联合体牵头人）；

2、联合体各方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应自行明确负责假肢适配服务、康复

训练和售后服务的单位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中

承担其义务和法律责任；负责材料提供的单位作为联合体成员；

3、如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投标报名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



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中投标。

六、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地点：

招标文件自 2020 年 9月 2日至 2020 年 9月 8日 09：00-12：00，13：30-17：

00 （节假日除外）在四川同方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 8

号西御大厦 A 座 24 楼）报名、获取招标文件,也可通过网络（远程）报名、获

取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 150 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报名需提供的资料：报名登记表（见公告附件 1）、《介绍信》（介绍信内容需标明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公司名称、邮箱、经办人及联系电话号码”，并附上经办人身

份证复印件）

注：①现场报名的供应商，应携带上述资料及身份证原件；

②通过网络（远程）报名的供应商，请将上述资料扫描后连同报名费用支付凭证截图

通过邮箱发送至 1991181925@qq.com。报名费付款时请使用二维码转账支付，支付时备注公

司简称（二维码见公告附件 2）。《介绍信》原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报名登记表原件请

于开标当日交至四川同方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③若因供应商提供的错误信息，对其参与采购活动造成影响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所

有责任。

七、投标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23 日 10:30（北京时间）。

八、开标时间：2020 年 9 月 23 日 10:30（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不予接收。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

的投标文件。

九、开标地点：四川同方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 8号西御

大厦 A座 24 楼）。

十、本投标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www.ccgp-sichuan.gov.cn）上以公告形

式发布。

十一、联系方式

采购人：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东路 6号



联 系 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028-83351261

采购代理机构：四川同方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 8号西御大厦 A座 24 楼

邮 编：610015

联 系 人：谢女士

联系电话：028-86155821

2020 年 08 月



附件 1：报名登记表

四川同方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项目投标人（供应商）报名登记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包件号（如有）

※报名单位全称 ※报名日期

※经办人

（签字）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

※付款方式
□现金

□支付宝
收费金额 元/份

※招标（采

购）文件领

取

□电子版

□纸质版

收款人

（签字）

资料审核

（签字）
日期

代理机构联系人 邓女士 联系电话 028-86155821 邮箱地址 1991181925@qq.com

注：1.※为投标人必填项，如不适用，请划“/”。

2.以上信息如若未如实填写，在招标（采购）文件发布期间，如招标（采购）文件有

更正或修改，因投标人（供应商）应所留联系方式有误而无法通知到投标人（供应商）的，

其责任由投标人（供应商）自行承担。

3.报名经办人和报名单位联系人为同一人的，无需重复填写。



附件 2：收款码



第六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残疾人辅助器具采购项目。

二、技术参数与要求

1、本项目技术参数：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技术参数 单位

1 储能脚 35

★1.提供国家级辅具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

报告（在有效期内）并加盖公章；

2.材质：碳纤材料；

3.活动级别：2-3；
4.适用体重：最大 125kg；
5.重量（25cm规格含脚套）：≤500g；
6.尺码：20-28cm；

7.产品包含脚套，脚套材料为优质聚氨酯；

个

2 四爪连接件 35

1.材质：合金钢；

2.零部件组件每套独立包装，零件之间有分隔，防止

碰撞，可防潮防腐；

3.自重：≤95g；
4.适用体重：最大 125kg；
5.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外表光洁，无麻点。

个

3 管接头 35

1.材质：合金钢；

2零部件组件每套独立包装，零件之间有分隔，防止

碰撞，可防潮防腐；

3.自重：≤130g；
4.适用体重：最大 125kg；
5.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外表光洁，无麻点；管直径为

≤30mm。

个

4 小腿管 35

1.材质：一体化连接管为铝合金材料、管连接头为合

金钢材料；

2.零部件组件每套独立包装，零件之间有分隔，防止

碰撞，可防潮防腐；

3.适用体重：最大 100kg；
4.铝合金管管壁厚度不低于 2mm，管直径不小于

30mm。

根

5 小腿外泡沫 35
1.材质：聚乙烯 EVA材料；

2.产品呈肤色；

3.无毒无味。

个



6 小腿装饰袜 35
1.材质：锦纶丝；

2.产品呈肤色；

3.无毒无味。

双

7
多轴气压膝

关节
63

★1.提供国家级辅具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在有效期内）并加盖公章；

2.多轴气压膝关节；

3.技术参数：自重≤800g ，适用体重：最大 100kg ，

屈曲角度 0-145°；

个

8
气压四连杆

膝离断关节
2

★1.提供国家级辅具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在有效期内）并加盖公章；

2.活动级别：2-3级；

3.自重：≤752g；
4.屈曲角度：0-141°；

5.适用体重：最大 100kg；

个

9 静踝关节 65

★1.提供国家级辅具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在有效期内）并加盖公章；

2.材质为合金钢；

3.零部件组件每套独立包装，零件之间有分隔，防止

碰撞，可防潮防腐；

4.自重：≤125g；
5.适用体重：最大 100kg；
6.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外表光洁，无麻点；

7.适于 20cm-28cm的脚号。

个

10 静踝脚板 65

★1.提供国家级辅具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在有效期内）并加盖公章；

2.材质为聚氨酯；

3.独立包装；

4.规格 20cm-28cm，能进行左右及号码的调换；

5.适用体重：最大 100kg。

只

11 三爪连接件 65

1.材质：不锈钢材料；

2.零部件组件每套独立包装，零件之间有分隔，防止

碰撞，可防潮防腐；

3.自重：≤170g；
4.适用体重：最大 100 kg；
5.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外表光洁，无麻点；

个

12 大腿管 65

1.材质：一体化连接管为铝合金材料、管连接头为合

金钢材料；

2.零部件组件每套独立包装，零件之间有分隔，防止

碰撞，可防潮防腐；

3.自重：≤315g；
4.适用体重：最大 100Kg；
5.铝合金管壁厚度不低于 2mm，管直径不低于 30mm。

根

13 大腿外泡沫 65
1.材质：聚乙烯 EVA材料；

2.产品呈肤色；
个



3.无毒无味。

14 大腿装饰袜 65
1.材质：锦纶丝；

2.产品呈肤色；

3.无毒无味。

双

15 大腿皮带 65 材质为牛皮，含腰带、外侧吊带、内侧吊带和皮带扣。 套

16
每个接受腔所

需化工材料及

辅料（配套）

100
包含：硬树脂，固化剂，颜色糊，快干胶，PVA薄膜

套，不同宽度的纱套，内衬板等配套材料。
个

注：带★项为必须满足项，未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做为无效标书处理。

三、商务要求

（一）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50 个工作日内完成假肢适配任务。

（二）交货地点：四川省残联指定地点。

（三）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按照中标价 60%向中标

人支付预付款，完成交货并通过验收后 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按照中标价 40%向中

标人支付尾款。

（四）售后服务及培训要求：

所有货物的运输、安装、调试由供应商负责；

供应商应提供现场技术培训，保证采购人使用人员正常操作的各种功能；

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实质性要求）由于大部分货物的安装调试工作须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实地进

行，供应商须承诺中标后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设有专门的售后服务机构；

（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情况下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

服务承诺，承诺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产品主件质保期三年（易耗品除外）。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免费更换，

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响应，7 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或更换；如货物经

供应商 3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

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货到现场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

的问题，供应商亦应负责修复，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

超过质保期按照成本价格提供配件，只收配件费用，维修服务免费。

http://www.baidu.com/link?url=FYDxj73IaRWYQ6N1ymW8j98rcOUmbm_x2TLWPe-R1F7
http://www.baidu.com/link?url=FYDxj73IaRWYQ6N1ymW8j98rcOUmbm_x2TLWPe-R1F7


2.验收以招标文件技术参数、性能指标要求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

准。供应商和采购人应按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

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采[2015]3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3.培训措施：说明培训内容及培训的时间、地点、目标、培训人数、收费标

准和办法；

4.其他有利于用户的服务承诺。

（六）验收条款

1.严格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

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采〔2015〕32 号）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以及按照招标文

件规定的技术参数、性能指标要求等进行验收。

2.验收结果合格的，中标人凭采购人出具的验收合格书面证明到采购人相关

部门办理 50%的履约保证金的退付手续，其余的转化成质保金；验收结果不合格

的，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也将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还可能会报告本项目同级

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四川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管理办法》（川

财采〔2015〕33 号）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以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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