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具公安局身分江自助受理没各采賄項目洵竹来賄公

云南方盛政采[2018]032号

根据《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賄法》、《政府采賄貨物和服雰招林投林管理方法》(財

政部今第 87号 )、 《云南省政府采殉条例》、《政府采殉ゴト招林采殉方式管理方法》(財政

部今第 74号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径政府采殉管理部「]批准,云南方盛項目管理各洵有

限公司受弓美具公安局的委托,就采的人所需没各避行洵伶采賄,具体事項如下 :

1、 采賄内容: 身分江自助頷iI机一台,身分iI自 助申清終端一台。

采殉預算: 276000。 00元

注:上述采賄物品必須是全新声品,且符合国家反量技木林准相美要求。本次項目

カー整包,扱倫人不得対一今包中的項目避行折分,少扱或多扱,否只J按元数投林処理。

交貨吋同:合同釜汀后 5日 用天内完成所有没各的安装及凋拭完半井聡1欠合格 (聡

貨吋必須提供声品合格iIギ原件、必須提供加蓋公章的生声

「

家 (或一致代理商)出具

的有数授枚ギ、

「

家告后服雰承糖ギ原件,若未按要求完成供貨聡1欠的,甲方有枚取消

其供庇資格 )。

本次洵倫内容分力 1今林段,林段内容不可折分,未注明事宜按林准配畳亦理。屯

子采殉文件下載地址:登景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雰系銃 (同址:httpノ/wsggzyocn/),

免企立数字iIギ (USBKEY)在日上査我到核項目逃行扱名井荻取洵倫文件及其官招林

資料 (招林屯子技木林文件,格式力*。ZCZBJ井 同吋提供加孟公章的 Word格式屯子洵倫

的庇文件 );

2、 供庄商資格申査及要求 :

符合 《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賄法》二十二条規定,具有以下iI照的公司 :

①有独立承担民事責任能力,提供合法有数的菅立拭照、狙須机杓代偶iI、 税努登

氾iI(隻印件加蓋鮮章)己亦理三江合一的供需提供菅立執照即可 :



②法人江明、法人授枚委托事 ;

③参加政府采賄活功前三年内,在径菅活功中没有重大達法氾最 ;

④投株人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重大税牧達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殉声重達法失

信行力氾最名単的投林人 (以在 “信用中国"同靖 (wwwocreditchinaogOv.cn)査 洵的信用
‐

氾最力准);未被列入政府采殉芦重達法失信行力氾景名単的投林人 (以在中国政府采賄
‐

同 (wwwoccgpogovocn)査洵的信用氾最ヵ准 );

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条件 ;

⑥本項目不接受咲合体投林。

有美 “栓査机美行賄犯罪梢案査洵結果告知函"的悦明:接高栓院通知,自 2018年
8月 1日起,全国栓察机美停止行賄犯罪梢案査洵工作。本項目資格条件暫不要求提供“栓
査机美行賄犯罪梢案査洵結果告知函"。

3、 扱名吋同:2018年 lo月 11日 至 2018年 lo月 15日 毎天上午 9:oo～ H:00,
下午 14:30～ 17:Oo(市俣日除外);

扱名方式:同絡扱名和現場碗決扱名,未通述的供庇商不能参与洵倫 ;

3.1、 扱名注意事項 :

扱名資料:扱名函 (格式兄附件 )、 三iI合一菅並拭照副本隻印件、汗戸杵可II及法
人江明、法人授枚委托事加蓋公章遠交至云南方盛項目管理各洵有限公司現場碗決扱名。
(注 :上述所需資料不芥全的不能参与扱名,提供資料中被査II有虚仮江明材料的投林

人,招株人有枚取消其投林資格。)

同絡扱名方式 :

登最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雰系銃 (同址:httpソ与/wsggzyocn/),免企並数字江事
(USBKEY)在 日上査我到核項目逃行扱名井荻取洵倫文件及其官招株資料 (招林屯子

技木株文件,格式力*.zczBJ井
同吋提供加蓋公章的 Word格式屯子洵倫噛庄文件);未

亦理企並数字江事 (usBKEY)的企並清前往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四楼亦理企並数



字iIギ (USBKEY),井在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雰系銃 (http:〃 wsggzyocn/)完 成注

朋通道后,便可荻取洵伶文件。洵伶文件 (含招林屯子技木林文件,格式力*.ZCZBJ)供

供庇商下裁使用 。(注 朋亦理 iI弔 流程 兄文 山州 公共 資源 交 易 屯子服雰 系統

・ (httpプ/wsggzycn/))服 雰指南或屯活各洵:0876-2152881)

,  3.2、 未按要求亦理而声生的后果由供庇商自負。

4、 投林扱倫:投林扱伶カー次性扱伶,扱倫按照扱倫表格式填写,井附技木参数明

劉,扱倫包含送輸、安装、凋拭、培り||、 告后服雰等所有費用,除投林扱倫外,采的人

不再承担任何費用。打印后加孟単位和法人印章,井注明交貨吋同、咲系人和屯活。

5、 洵倫的庄文件要求 :

①屯子光盆扱伶文件カー式 3分 ,由法定代表人 (負責人)或委托代理人釜字,井

加蓋単位公章,千裁止吋同前将扱倫文件装汀成朋井密封完好后遠交至弓美具公共資源

交易中心 (弓美具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升林室 )。

②洵伶的庇文件包含扱倫表、服努承糖、投林事、洋劉参数明劉表、技木参数備萬

表 (格式自制 )、 供庄商資格申査及要求資料等相美資料装汀成朋。

若采殉項目力多今林段,供庇商必須按林段避行扱名和遠交屯子洵倫的庇文件,毎

今林段都需按林段遠交相庇林段屯子洵伶的庄文件一分。

6、 投林通交裁止吋同

6.1洵倫噛庇文件遠交的載止吋同力 2018年 10月 19日 上午 8:30‐ 9:00吋 ;地点:弓

美具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升林室。

6.2洵伶的度文件升膚吋同及地点力 2018年 10月 19日 上午 9:00吋 ,升林地点:弓 美

具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升林室。

6。3途期送速的或者未送速指定地点的洵倫噛庇文件,采的人不予受理,且祝力供庄

商元数投林。供庄商頒携帯加密数字iI弔按吋到升林会現場対洵伶噛庇文件逃行解密 ,

若因供庇商自身原因早致元法按吋解密的,祝力元数投林。



6.4屯子洵倫噛庇文件的通交 :

洵倫噛庇文件逓交的裁止吋同 (投林裁止吋同,下同)2018年 10月 19日 上午 9:

00吋前。

同上逓交:同上逓交同址力 httpノ/wsggzycn/供庇商飯在投林裁止吋同前完成所有洵
・

伶噛度文件的上倍,同上碗決屯子釜名,井打印 “上借洵倫噛庇文件回執 ",投林裁止吋
・

同前未完成洵倫噛庇文件倍輸的,祝ヵ未按要求提交。

同上遠交洵倫噛庇文件后,述頒到洵倫的庇文件升膚現場遠交刻景洵伶哺庄文件的

光盈,地点:弓美具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汗林室。

途期送送的或者未送速指定地点的洵倫噛泣文件 (光猛),祝ヵ未按要求提交。

6.5供庄商頒同吋遠交屯子洵倫噛庇文件,屯子洵倫噛庇文件不一致的,以 屯子洵扮

噛庇文件力准。

(此次投林需違交屯子洵倫的庇文件 ,需逓交屯子洵倫噛庇文件和洵伶噛度文件 (光

盆),若元提交者祝力元敷投林 )

6.6該項目力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化平台項目,坪林吋采用屯子坪林。

投林保江金的金額:式仔元整 (Y82000.oo元 )。

保江金必飯千 2018年 10月 19日 9:oo吋前双供度商基本敗戸以銀行鶉敗或屯江方

式分林段提交到采賄人指定敗声,不接受現金形式的投林保II金 ;投林保江金数款単位

名称必頒和投林単位名称一致,未按要求提交保江金的祝力放奔参与此次招林活功。

7.1亦理投林保江金手数吋,清雰必在銀行逃敗単或屯江単的用途桂或空白桂上注明

云南方盛政采[2018]032号

7.2成交人投株保江金在釜汀合同后 5今工作国内元息返述,未成交人保江金在升林

后 5今工作日内元息返逐。

'日投林保II金数幼敗万 :

敗戸名称:弓美具政雰服雰管理局 :



升声行:中国建没銀行弓美具支行 ;

只KI子 : 53001677636051003246

朕系屯活:0876-7469801

交幼裁止吋同:以寺項敗戸到敗吋同力准。

8、 定林:由洵倫小狙対供庇商避行資格性申査及符合性申査均通述后,炊願量和服

雰均能満足采賄文件実反性的庇要求的供庄商中,按照扱倫由低到高的順序推存成交候

逸人。符合采賄需求、反量和服雰相等且扱倫相同都力最低伶的条件下,依据云財友屯

(2016)4号 文,原只J上仇先就近采賄本地或本省声品 (服努 )。

9、 付款方式:以合同釜汀力准 ;

10、 交貨地点:弓美具公安局 :

交貨吋同:合同釜汀后 5日 房天内完成所有没各的安装及凋拭完半井聡1交合格

(聡貨吋必須提供声品合格iI弔原件、必須提供加孟公章的生声

「

家 (或一須代理商 )

出具的有数授杖弔、

「

家告后服雰承堵弔原件,若未按要求完成供貨聡1文 的,甲方有杖

取消其供庄資格 );

(成交人庄千合同釜汀后 2天内杵紙反合同及屯子版合同送至我公司存梢各案 )

H、 本次招林采殉的相美信息同吋在 “云南省政府采賄同 "、 “云南省公共資源交易

屯子服雰系統 "、 “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同 "、 “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雰系銃 "、

“弓美具人民政府同"5今回靖友布,清各供庄商在遠交洵倫的庄文件前随吋査看,以荻

取最新信息。

12、 采的人:弓美具公安局

咲系人:肖雨

咲系屯活 :0876-7122222

采殉代理机杓:云南方盛項 目管理各洵有限公司

朕系人:田工



咲系屯活:0876-2622820 15187161063

13、 技木支持

屯子洵倫的庄文件制作及上倍技木支持屯活:400_9618-998

QQ: 4009618998

地址: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四楼 412室 (文山市隼尤北路 2号 )

数字江弔亦理技木支持屯活:o876-2152881、 o871-65315589

亦理江弔地址:云南省文山市隼尤北路 2号新立雰用房 4楼大FT

朕系人 :7/1、志平,屯活80876-2152881

云南方盛



投林扱名函

云南方盛項 目管理各洵有限公司 :

我公司己炊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同下載洵倫文件屯子稿,井将按照洵倫文件規定的投林裁止吋国内
参与投林。

項目編号

項 目名称

所投株段

供鹿商全称

供座商升戸銀行

供庇商銀行敗号

法人代表姓名

法人代表身分II号偶

咲系屯活

屯子由「箱

清如実填巧本表 ,井附加

供庄商 (孟章)

年  月

・。

日

枚委托弔予扱名裁止吋同前遠交至云南方盛項目管理盗洵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