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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智能化项目已由北京熙诚紫光科技有限公司批准采用公开采

购方式，采购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采购人为北京熙诚紫光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 

一、 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智能化项目 

1.2项目情况：南安市医院新院区拟设 1000  张床位的三级综合性医院，主要建 设门

诊综合楼、住院楼、感染楼、地下室以及其他配套设施。建成后， 可有效改善南安市的医

疗卫生条件，服务范围可辐射全市近 150  万 人，缓解普通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

为了保证医院建设的功能 完整， 医疗净化工程包括手术室、ICU、中心供应、静配中心室

等配 套设施，应同步建设。同时为了保障医院正常高效的运行，建设先进 的智能化系统和

物流传输系统是很有必要的， 是医院建设工程的完 善，为业主提供一个安全、高效、舒适、

便利、环保、节能的环境， 以达到科技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建设的目标。 

采购范围及内容： UPS电源及机房冷通道系统。 

1.3采购内容： 

1.3.1项目性质：硬件 

1.3.2实施地点：福建省南安市 

1.3.3服务周期：原厂质保 3 年（具体参照第四章、技术规范说明） 

1.3.4 项目范围：参见第四章、技术规范说明书 

二、 资格要求 

2.1 应答方基本资格要求 

⑴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能力提供本次采购的软件和服务。（提供企业营业

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 应答文件的要求 

3.1应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应答截止时间）：2022年 9月 9日 17：00前 

3.2应答文件递交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号 A座 3层 300号 

3.3出现以下情形时，采购人不予接收应答文件： 

3.3.1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3.3.2采购文件未按要求密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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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供应商在应答文件中必须提交的资料： 

3.4.1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4.2报价单（加盖公章） 

3.5应答有效期：90天。 

四、 联系方式及其他事项 

采购单位： 北京熙诚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号 A座 3层 300号 

联 系 人： 周女士 

电    话： 010-62359881 

电子邮件： zhouyr@xcu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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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应答方须知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采购人 
采购人名称：北京熙诚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人地址：北京西城区普天德胜 A座 3层 

2 项目名称和编号 
项目名称：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智能化项目 

项目编号：XCUNI-CG-20220060 

3 资金来源 

■采购人自筹 

□使用财政资金 

□银行贷款 

□国家融资 

□其他：           

4 采购范围 详见第一章“1.3采购内容”。 

5 采购包划分 

■不划分采购包 

□划分采购包（采购包划分情况详见第一章邀请函“1.3采购内容”。） 

6 组织形式 ■公开招标 

7 应答方不得存在的情形 详见第一章 

8 应答文件的组成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应答方须知 

第三章 评审办法 

第四章 技术规范书 

第五章 应答文件格式 

9 

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标

识及非实质性要求的偏离

要求 

（1）采购文件中标识“★ [详细载明具体标识方式] ”的条款，均为

实质性条款，应答方任何不满足实质性条款的应答均将被否决。 

（2）非实质性要求的偏离要求：允许偏差的最大范围 / 、最高项数 

/ ，超出最大范围、最高项数视为实质性偏离。调整偏差的方法 / [如

无要求标“/”] 

10 应答文件的盖章或者签字 

本条款增加以下规定：(1)应答文件中所有标注“盖章”处均指单位公

章，不能以“业务章”、“专用章”、“合同章”等代替；如确需要替

代，则必须附公章对“业务章”、“专用章”、“合同章”等的授权(格

式自制，且正本中必须附原件)。 

(2)应答文件中所有标注“签字”处均指书写签字或签名章或人名章，

不能以打印体等代替。 

11 应答报价优惠条件 □报优惠价 

12 
 

应答报价具体要求 

■不接受报优惠价 

□报优惠价的其他方式： 

本条款增加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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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报价方式 ■一轮报价 

14 报价及技术方案要求说明 投标方需要针对建设内容提供技术方案及报价。 

15 应答有效期 应答有效期：90天 

16 备选应答方案 
■不允许 

□允许 

17 应答文件份数 电子版 1份 

18 应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2年 9月 9日 17：00 

19 应答文件递交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号 A座 3层 300号 

20 应答文件退还 
■不退还 

□退还，应答文件退还的具体要求 

21 
供应商只有 1 家的处理原

则 

本次报名的供应商、在应答截止时间前递交应答文件的供应商或通过资

格审查的供应商小于 2家的，谈判失败；两次谈判失败，招标方有权对

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直接采购（包括单一来源采购等）。 

22 评审方法 

■评审的最低价法 

□综合评估法 

□其他：            

23 中选人数量 中选人数量： 1人 

24 中选原则 

中选原则如下： 

1、本项目对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应答人进行详细评审，当有效应答人

数量为 N（N≥3）时，评审委员会按综合排名顺序,推荐综合排名前 N-2

名的应答人为中选候选人。 

2、如综合评分得分相同，则依次以应答报价得分由高到低、技术得分

由高到低、商务部分得分由高到低、注册资金由高到低进行排名。 

3、如中选人不能履行合同的或放弃中选的或违反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对

中选人的要求,采购人有权按照评审委员会提出的中选候选人名单排序

依次确定其他中选候选人为中选人或重新采购。后期执行过程中，甲方

有权根据乙方季度考核情况重新分配份额比例。如中选五家份额比例

为,6:5:4:3:2，四家为 4:3:2:1，三家为 5:3:2,两家为 3:2，一家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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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审办法（最低价法） 

 

本项目采用最低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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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术规范说明书 
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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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应答文件格式 

 

 

                         项目 

 

应答文件 

 

 

 

 

 

 

 

 

 

应答方：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_____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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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报价表 

一、报价一览表 

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智能化项目 

应答报价表 

序号 报价内容 报价单位 
应 答 单 价

（不含税） 
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税额 

应 答 单 价

（含税） 
备注 

1 
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智能化

项目 UPS 及机房系统设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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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次报价内容为南安市医院新院区（一期）智能化项目 UPS及机房系统设备采购含技术规范书全部需求及培训、售后，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

用。（本条不可偏离） 

2、应答报价应单独密封，除报价部分外应答文件其他部分不得再出现有关报价的内容。（本条不可偏离） 

3、应答报价作为合同签署价格，所有报价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4、不按照本表格式进行报价的应答文件将被否决。（本条不可偏离） 

5、报价栏中如果出现数字 0，视报价为零；如出现空白，视为未响应，应答将被否决。（本条不可偏离） 

6、涉及到的费用均在此表中体现，否则结算时视为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本条不可偏离） 

应答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电子版提供 

1、报价表原件盖章扫描件（pdf版）及报价表电子版（excel版）； 

 

2、附明细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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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商务部分 

一、 商务应答文件封面 

 

 

（项目名称）            采购 

 

 

 

 

应答文件（商务应答文件）部分 

 

 

 

 

 

 

应答方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_    __ 年_    __月_    __日 



                                                   北京熙诚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11 
 

营业执照（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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