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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邀请

四川坤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委托，拟对四川职业技术学

院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兹邀请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

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招标编号：510201201810218

二、招标项目：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采购项目。

三、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四、招标项目简介：

本项目共1个包：第1包：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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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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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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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8.1 供应商须提供“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承诺函”（格式见招标文件第三

章）

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于本项目投标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 ‘中

国政府采购网’网站等渠道对供应商进行信用记录查询，并将查询记录存档。凡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的，视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参与本项目的将被拒绝。（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将对

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

在不良信用记录。）

（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

六、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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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自 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 09:00-16:30（北京时间，法定

节假日除外）在四川坤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 366 号新希望

中鼎国际 2栋 501 室）获取。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 300 元/份（现金支付，招标文件

售后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获取招标文件时，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只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

身份证明；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并将相应材料给采购代理机

构留存。

七、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 11:0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或没有密封的投标文件

不予接收。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文件接收时间：2018年 10月 17日 10:00-

投标截止时间）

八、开标地点： 四川坤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厅（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

366 号新希望中鼎国际 2栋 501）。

九、本投标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十、联系方式

采 购 人：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遂宁市学府北路 1号

邮 编：629000

联系人：谭老师

联系电话：0825-2914258

采购代理机构：四川坤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 366 号新希望中鼎国际 2栋 501

邮 编：610063

联 系 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028-86787271、18608034555

传 真：028-86787271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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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一、投标人须知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预算

（实质性要求）

采购预算：第1包：483万元；

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为无效投标。

最高限价

（实质性要求）
第1包：483万元

2
低于成本价不正当

竞争预防措施

（实质性要求）

在评标过程中，投标人报价低于采购预算50%或者低于其他有效投

标人报价算术平均价40%，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

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成本构成

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按照国家财

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要求，逐项就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

主营业务成本（应根据供应商企业类型予以区别）、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详细陈述。

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签字确认或者加盖公章，否则无效。书面说明

的签字确认，供应商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者

代理人签字确认；供应商为其他组织的，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代理

人签字确认；供应商为自然人的，由其本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

供应商提供书面说明后，评标委员会应当结合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专业实际情况、供应商财务状况报告、与其他供应商比较情况等就

供应商书面说明进行审查评价。供应商拒绝或者变相拒绝提供有效

书面说明或者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

将其投标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3

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

业）价格扣除和失信企业报

价加成或者扣分（实质性要

求）

一、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均视同小微企业）价

格扣除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的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的价格扣除，用

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标。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提供《中小企业（监

狱企业）声明函》原件，未提供的，视为放弃享受小微企业价格扣

除优惠政策。

3、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

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联

合体投标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

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 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 2%的价格扣除。

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微型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为小型、微型企业

享受规定的扶持政策。组成联合体的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声明函》原件，未提供的，视为放弃享受小微企业价格扣除

优惠政策。

二、失信企业报价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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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对按照《四川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3

号）记入诚信档案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失信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中实行 6%的报价加成、以加成后报价作为该供应商报价评标，

且供应商失信行为惩戒实行无限制累加制，因其失信行为进行报价

加成惩戒后报价超过政府采购预算的，其投标文件按照无效处理。

2、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就自己的诚信情况在投标文

件中进行承诺。

4

国家规定的优先、强制

采购范围 （实质性要

求）

本项目采购需求中涉及国家规定的强制采购范围内产品，均应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进行审核。不管招标文件是否要求，供应商

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若未提供，供应商自行承担由此带来

的后果，其投标文件作无效响应处理。优先采购范围内的产品

按招标文件约定执行。

5 评标情况公告

所有供应商投标文件资格性、符合性检查情况、采用综合评分法时

的总得分和分项汇总得分情况、评标结果等将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

采购结果公告栏中予以公告。

6 投标保证金

金 额：第1包：96600元。（投标保证金的数额不能超过采购项

目预算金额的2%）。

交款方式：投标保证金可以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出具

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包括网银转账，电汇等方式），所有递

交方式均以到帐时间为准。（若以保函方式提交的，必须在保证金

截止时间前开具）。

收款单位：四川坤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成都银行锦江工业园支行；

账号：1001300000584781

交款截止时间：2018年9月10日17：00点前（投标保证金的交纳

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7 履约保证金

合同金额5%，合同签订前支付。

开户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遂宁市学府北路1号

开户银行：建行遂宁分行营业部

账 号：51001678608051503427

纳税人识别号：1251000045131333xf

电 话：0825-2290021

8 采购项目具体事项/采购文

件内容咨询

联 系 人：谭老师

联系电话：0825-2914258

9 开标、评标工作咨询
联 系 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18608034555

10 中标通知书领取

中标公告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公告后，请中标供应商凭有效身份证

明证件到采购代理机构领取中标通知书。

联系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18608034555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 366 号新希望中鼎国际 2栋 501 室

11
供应商询问

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供应商询问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答复。

联系人：曾先生。



7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联系电话：18608034555。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 366 号新希望中鼎国际 2栋 501 室。

12 供应商质疑

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供应商质疑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答复。

联系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028-86787271、18608034555。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 366 号新希望中鼎国际 2栋 501 室。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供应商质疑不

得超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采购结果的范围。

13
供应商投诉

投诉受理单位：本采购项目同级财政部门，即四川省财政厅。

联系电话：028-86725927。

14 政府采购合同

公告备案

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应将政府采购合同

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公告；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政府采购合同将向本采购项目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15 招标服务费

本项目按照国家发改委“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规定的收费

标准收取,由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招标代理机构交纳招标

服务费。

二、总 则

1. 适用范围

1.1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招标采购项目。

2. 有关定义

2.1 “采购人”系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本次

招标的采购人是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2.2 “采购代理机构” 系指根据采购人的委托依法办理招标事宜的采购机构。本

次招标的采购代理机构是 四川坤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2.3 “招标采购单位”系指“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统称。

2.4 “投标人”系指购买了招标文件拟参加投标和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及相应服务

的供应商。

3. 合格的投标人（实质性要求）

合格的投标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

（2）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制度；

（3）向采购代理机构购买了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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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标费用（实质性要求）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有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 充分、公平竞争保障措施（实质性要求）

5.1 提供相同品牌产品处理。

5.1.1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

合理确定核心产品。多家投标人提供的任一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视为提供相同品牌

产品。（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电动汽车主要部件、电动汽车基本结构及原理交互学

习系统、电动汽车基本结构及原理交互学习系统、电动汽车 PDI 检查交互学习系统、

电动汽车的维护和保养交互学习系统、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的检测与维修交互学习

系、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检测与维修交互学习系统、电动汽车电机及控制系统的检测与

维修交互学习系统、电动汽车辅助系统的检测与维修交互学习系统）

5.1.2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

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

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一

个参加评标的投标人，其他投标无效。

5.1.3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

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

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

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

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5.2 利害关系供应商处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

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采购项目实行资格预审的，单位

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可以参加资格预审，但只

能由供应商确定其中一家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后续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其投标

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5.3 前期参与供应商处理。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

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供应商为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

询论证意见成为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商务要求、评标因素和



9

标准、政府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容条款的，视同为采购项目提供规范编制。

5.4 利害关系代理人处理。2 家以上的供应商不得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

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其代理人，否则，其

投标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三、招标文件

6．招标文件的构成

招标文件是供应商准备投标文件和参加投标的依据，同时也是评标的重要依据，

具有准法律文件性质。招标文件用以阐明招标项目所需的资质、技术、服务及报价等

要求、招标投标程序、有关规定和注意事项以及合同主要条款等。本招标文件包括以

下内容：

（一）投标邀请；

（二）投标人须知；

（三）投标文件格式；

（四）投标人和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五）投标人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六）招标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七）评标办法；

（八）合同主要条款。

7. 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7.1 招标采购单位可以依法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

7.2 招标采购单位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应当以书面形式将澄

清或者修改的内容通知所有购买了招标文件的供应商，同时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更正公告。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

影响投标文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公告并书面

通知供应商的时间，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１５日前、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

时间至少３日前；不足上述时间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

止时间。

7.3 供应商应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在《四川政府采购网》查询本项目的

更正公告，以保证其对招标文件做出正确的响应。供应商未按要求下载相关文件，或

由于未及时关注更正公告的信息造成的后果，其责任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更正公告通过供应商报名时备注的电子邮箱发送至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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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在收到相应更正公告后，以书面形式给予确认，该更正公告作为招标文件的组

成部分，具有约束作用。如供应商未给予书面回复，则视为收到并认可该更正公告的

内容。

7.4 投标人认为需要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向招标采

购单位构提出申请，但招标采购单位可以决定是否采纳投标人的申请事项。

8. 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8.1 根据采购项目和具体情况，招标采购单位认为有必要，可以在招标文件提供

期限截止后，组织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现场考察或者召开开标前答疑会。组

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答疑会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

现场考察或标前答疑会时间：本项目不组织。

现场考察或标前答疑会地点：本项目不组织。

8.2 供应商考察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自己承担。

四、投标文件

9．投标文件的语言（实质性要求）

9.1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以及投标人与招标采购单位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书

面文件均须使用中文。投标文件中如附有外文资料，主要部分对应翻译成中文并加盖

投标人公章后附在相关外文资料后面。

9.2 翻译的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如果出现差异和矛盾时，以中文为准。涉嫌虚假

响应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9.3 如因未翻译而造成的废标，由投标人承担。

10．计量单位（实质性要求）

除招标文件中另有规定外，本次采购项目所有合同项下的投标均采用国家法定的

计量单位。

11. 投标货币（实质性要求）

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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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联合体投标（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3. 知识产权（实质性要求）

13.1 投标人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产

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

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投标人承担所有相关责

任。

13.2 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13.3 投标人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需在投标文件中声明，并

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使用该知识成果后，投标人需提供开发接口和开发手册

等技术文档，并承诺提供无限期技术支持，采购人享有永久使用权（含采购人委托第

三方在该项目后续开发的使用权）。

13.4 如采用投标人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投标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

识产权的相关费用。

14．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

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交由他人完成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投标人编写的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部分：

14.1 报价部分。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填写的“开标一览表”及“报价明细表”。

本次招标报价要求：

（1）投标人的报价是投标人投标招标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

投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2）投标人每种货物只允许有一个报价，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

任何有选择或可调整的报价将不予接受，并按无效投标处理。

（3）在本次投标之前一周年内，投标人本次投标中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相同配置

的产品报价与其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最低报价比例不得高于 15%。否则，投标人的投

标文件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或者取消其中标资格。

14.2 技术部分。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做出的技术应答，主要是针对招标项目

的技术指标、参数和技术要求做出的实质性投标和满足。投标人的技术应答应包括下

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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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产品的品牌、型号、配置；

（2）投标产品本身的详细的技术要求和参数及偏离；

（3）技术方案、项目实施方案；

（4）产品彩页资料或说明书；

（5）产品工作环境条件；

（6）产品验收标准和验收方法；

（7）产品验收清单；

（8）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14.3 商务部分。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下列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1）投标函原件；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

（4）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复印件；

（6）自行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7）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2017 年 6 月 30 日后注册的投

标人则不需提供）或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

书。

（8）证明投标人业绩和荣誉的有关资料复印件；

（9）售后服务相关材料。如：具体的售后服务措施及方案、产品制造厂家或投标

人设立的售后服务机构网点清单、服务电话和维修人员名单（加盖公章）；

说明投标产品的保修时间、保修期内的保修内容与范围、维修投标时间等（分

别提供产品制造厂家和投标人的服务承诺和保障措施）；说明培训内容及培

训的时间、地点、目标、培训人数、收费标准和办法等；

（10）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11）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12）承诺书原件。

14.4 其他部分。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作出的其他应答和承诺。

15．投标文件格式

15.1 投标人应执行招标文件第三章的规定要求。第三章格式中“注”的内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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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可自行决定是否保留在投标文件中，未保留的视为投标人默认接受“注”的内容。

15.2 对于没有格式要求的投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编写。

16．投标保证金（实质性要求）

16.1 投标人投标时，必须以人民币提交招标文件规定数额的投标保证金，并作为

其投标的一部分。

16.2 投标保证金交款方式：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6.3 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中

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注：①因投标人自身

原因造成的保证金延迟退还或者投标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书面协商可以延迟退还的，采

购代理机构不承担相应责任；②供应商因涉嫌违法违规，按照规定应当不予退还保证

金的，有关部门处理认定违法违规行为期间不计入退还保证金时限之内。）；

16.4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代理机构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

（1）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后撤回投标的；

（2）在采购人确定中标人以前放弃中标候选资格的；

（3）中标后放弃中标、不领取或者不接收中标通知书的；

（4）由于中标人的原因未能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5）由于中标人的原因未能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交纳履约保证金的；

（6）投标人提供虚假资料的；

（7）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8）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

17．投标有效期（实质性要求）

17.1 本项目投标有效期为投标截止时间届满后 60 天（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

件的截至之日起算）。投标人投标文件中必须载明投标有效期，投标文件中载明的投

标有效期可以长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但不得短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否则，其

投标文件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17.2 因不可抗力事件，采购人可于投标有效期届满之前与投标人协商延长投标有

效期。投标人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不得再参与该项目后续采购活动，但由此给投

标人造成的损失，采购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投标人同意延长投标

有效期的，不能修改投标文件。

17.3 因采购人采购需求作出必要调整，采购人可于投标有效期届满之前与投标人

协商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不得再参与该项目后续采购活

动，但由此给投标人造成的损失，采购人应当予以赔偿或者合理补偿。投标人同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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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投标有效期的，不能修改投标文件。

18．投标文件的印制和签署

18.1 投标人应按准备投标文件正本 1份、副本 2份、“开标一览表”一式 2份、

电子文档 1 份（光盘或 U 盘）。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应在其封面右上角清楚地标明

“正本”或“副本”字样。若正本和副本有不一致的内容，以正本书面投标文件为准。

18.2 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并由投标

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规定签章处签字或盖章。投标文件副本可采用正本的

复印件，电子文档采用光盘或 U 盘制作，用于开标唱标单独提交的“开标一览表”应

为原件。

18.3 投标文件的打印和书写应清楚工整，任何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必须由投

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个人印鉴。

18.4 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应当采取胶装方式装订成册，不得散装或者合页装订

（实质性要求）。

18.5 投标文件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制作，签署、盖章和内容应完整。

18.6 投标文件统一用 A4 幅面纸印制，逐页编码。

19.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注

19.1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正本和所有副本的封面上注明投标人名称、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及分包号（如有分包）。

19.2 投标文件包括正本、副本、电子文档和用于开标唱标单独提交的“开标一览

表”。投标文件应当密封，其中，“开标一览表”和“电子文档”单独密封。投标文

件的密封袋上应当注明投标人名称、招标编号、项目名称及分包号（如有分包）。

20．投标文件的递交

20.1 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按招标文件的规定

密封后送达开标地点。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招标采购单位

将告知投标人不予接收的原因。

注：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请用正楷填写“递交投标文件签收表”然后将签

收表和投标文件一并递交给本招标代理机构项目工作人员。

20.2 递交投标文件时，报名供应商名称和招标文件的文号、分包号应当与投标供

应商名称和招标文件的文号、分包号一致。但是，投标文件实质内容报名供应商名称

和招标文件的文号、分包号一致，只是封面文字错误的，可以在评标过程中当面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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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以有效的澄清材料作为认定投标文件是否有效的依据。

20.3 本次招标不接收邮寄的投标文件。

21．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21.1 投标人在递交了投标文件后，可以修改或撤回其投标文件，但必须在规定的

投标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构。

21.2 投标人的修改书或撤回通知书，应由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并盖单位印章。修改书应按投标须知第 19 条规定进行密封和标注，并在密封袋上

标注“修改”字样。

21.3 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对其递交的投标文件做任何修改，撤回投

标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五、开标和中标

22．开标

22.1 开标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进行，采购人、投标人应派代表参加

并签到以证明其出席。开标由采购代理机构主持，邀请投标人参加。评标委员会成员

不参加开标活动。

22.2 开标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邀请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对开标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22.3 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其自己递交的投标文件的密封情

况，经确认无误后，由招标工作人员将投标人单独递交的“开标一览表”当众拆封，

并由唱标人员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进行宣读。

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确认投标文件情况，仅限于确认其自己递交的投标文件

的密封情况，不代表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确认。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

代表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密封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当场反映开标主持人或者现场

监督人员，要求开标现场记录人员予以记录，并在评标时予以认定处理，但不得干扰、

阻挠开标工作的正常进行。

22.4 投标文件中相关内容与“开标一览表”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

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2.5 所有投标唱标完毕，如投标人代表对宣读的“开标一览表”上的内容有异议

的，应在获得开标会主持人同意后当场提出。如确实属于唱标人员宣读错了的，经现

场监督人员核实后，当场予以更正。

22.6 投标人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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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标程序

23.1 开标会主持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开标时间宣布开标，按照规定要求主持开

标会。开标将按以下程序进行：

（1）宣布开标会开始。当众宣布参加开标会主持人、唱标人、会议记录人以及根

据情况邀请的现场监督人等工作人员，根据“供应商签到表”宣布参加投标的供应商

名单。

（2）根据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对投标文件密封的检查结果，当众宣布投标文

件的密封情况。

（3）开标唱标。主持人宣布开标后，由现场工作人员按任意顺序对投标人的投标

文件当众进行拆封，由唱标人员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价格折扣）、或招标文

件允许提供的备选投标方案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未宣读的投标价格（价格折

扣）或招标文件允许提供的备选投标方案等实质内容，评标时不予承认。同时，做好

开标记录。唱标人员在唱标过程中，如遇有字迹不清楚或有明显错误的，应即刻报告

主持人，经现场核实后，主持人立即请投标人代表现场进行澄清或确认。唱标完毕后

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需现场对开标记录进行签字确认，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

对唱标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当场提出，并要求会议记录人在开标记录中予以记录，或

者另行提供书面异议资料，不签字又不提出异议的，视同认可唱标内容和结果，且不

得干扰、阻挠开（唱）标、评标工作。

（4）宣布开标会结束。主持人宣布开标会结束。所有投标人代表应立即退场（招

标文件要求有演示、介绍等的除外）。同时所有投标人应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以方

便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必要澄清、说明和纠正。评标结

果投标人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查询。

24．开评标过程存档

开标和评标过程进行全过程电子监控，并将电子监控资料存储介质留存归档。

25.评标情况公告

所有供应商投标文件资格性、符合性检查情况、采用综合评分法时的总得分和分

项汇总得分情况、评标结果等将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采购结果公告栏中予以公告。

26.中标通知书

26.1 中标通知书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据之一，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26.2 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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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标结果，或者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6．3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本应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或者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规定的中标无效情形的，招标采购单位在取得有权主体的认定以后，将宣布发出的中

标通知书无效，并收回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标人也应当缴回），依法重新确定中标

人或者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26.4 中标公告发出后，中标供应商自行领取中标通知书的，可凭有效身份证明证

件到采购代理机构办理。（详见须知附表中联系方式）

六、签订及履行合同和验收

27. 签订合同

27.1 中标人应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由于中

标人的原因逾期未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将视为放弃中标，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将

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7.2 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与

中标人私下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任何协议，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和中

标人投标文件确定的事项进行实质性修改。

27.3 中标人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

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27.4 中标人在合同签订之后三个工作日内，将签订的合同（一式壹份）送采购代

理机构。中标人应及时到采购代理机构办理。（详见须知附表中联系方式）

28. 合同分包（实质性要求）

28.1 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可以依法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这种要求应当在合

同签订之前征得采购人同意，并且分包供应商履行的分包项目的品牌、规格型号及技

术要求等，必须与中标的一致。

分包履行合同的部分应当为采购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不属于中标人的

主要合同义务。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

标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

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

28.2 采购合同实行分包履行的，中标人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责，分

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承担责任。

28.3 中小企业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

规定的政策获取政府采购合同后，小型、微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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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企业。

29.合同转包（实质性要求）

本采购项目严禁中标人将任何政府采购合同义务转包。本项目所称转包，是指中

标人将政府采购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退出现有政府采购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

义务关系，受让人（即第三人）成为政府采购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

中标人转包的，视同拒绝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义务，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0. 补充合同

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采购人需要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或者服务的，在不

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标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

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该补充合同应当在原政府采购合同

履行过程中，不得在原政府采购合同履行结束后，且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名称、

价格、履约方式、验收标准等必须与原政府采购合同一致。

31. 履约保证金

31.1 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之前交纳招标文件规定数额的履约保证金。

31.2 如果中标人在规定的合同签订时间内，没有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交纳履约保

证金，且又无正当理由的，将视为放弃中标。

32.合同公告

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双方当事人均已签字盖章）之日起 2 个工作日

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四川政府采购

网），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33、合同备案

采购人应当将政府采购合同副本自签订（双方当事人均已签字盖章）之日起七个

工作日内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34. 履行合同

34.1 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后，合同双方应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履行合同规定

的义务，保证合同的顺利完成。

34.2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合同纠纷，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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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处理。

35. 验收

35.1 本项目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 号）的

要求进行验收。

35.2 验收结果合格的，中标人凭验收报告办理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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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资金支付

采购人将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及时向中标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本项目采购

资金付款详见第六章商务要求中付款方式。

七、投标纪律要求

37. 投标人纪律要求

投标人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恶意串通，不得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

为，不得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投标人有上述情形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其投标无效，并书

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37.1 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投标不得有下列情形：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投标人；

（3）与招标采购单位、其他投标人恶意串通；

（4）向招标采购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5）在招标过程中与招标采购单位进行协商谈判；

（6）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7）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8）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或者违规分包；

（9）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10）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

（11）拒绝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向监督检查部门提供虚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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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投标人有上述情形的，按照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具备（1）-（10）条情形之一的，

同时将取消中标资格或者认定中标无效。

37.2 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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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37.3 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

（1）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2）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3）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4）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5）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6）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八、询问、质疑和投诉

38．询问、质疑、投诉的接收和处理严格按照《中华人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受理审查

工作的通知》和《四川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工作规程》的规定办理（详细规定

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政策法规模块查询）。

九、其他

39.本招标文件中所引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在政府采购中有变化的，按照变化后的

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执行。本章和第七章中“1.总则、2.评标方法、3.评标程序”规定

的内容条款，在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届满后，因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变化导致不符合

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直接按照变化后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执行，本招标文件不再做

调整。



21221

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

一、本章所制投标文件格式，除格式中明确将该格式作为实质性要求的，一律不

具有强制性，但是，投标人投标文件相关资料和本章所制格式不一致的，评标委员会

将在评分时以投标文件不规范予以扣分处理。

二、本章所制投标文件格式有关表格中的备注栏，由投标人根据自身投标情况作

解释性说明，不作为必填项。

三、本章所制投标文件格式中需要填写的相关内容事项，可能会与本采购项目无

关，在不改变投标文件原义、不影响本项目采购需求的情况下，投标人可以不予填写，

但应当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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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 标 函

（代理机构名称）：

我方全面研究了 项目招标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

项目投标。我方授权 （姓名、职务）代表我方 （投标单位的

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

1. 我方自愿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服务/产品，报价情况为：

第 包投标总价为人民币（小写） 元（大写： ）。

2. 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于合同签字生

效后 日内开始向采购人提供服务。

3. 我方同意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向贵单位交纳人民币 元（大写： ）

的投标保证金。并承诺：下列任何情况发生时，我方将不要求退还投标保证金：

（1）如果我方未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2）如果我方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

（3）我方提供了虚假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文件；

（4）我方在投标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

（5）我方在投标有效期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由于我方原因未能按照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与采购人签订并履行合同。

4. 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投标文件正本 份，副本 份，用于开标唱标的“开

标一览表”一式 份。

5. 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

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6. 我方完全理解采购人不一定将合同授予最低报价的投标人的行为。

7. 我方承诺本次投标有效期为 天。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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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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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采购人名称）：

本授权声明： （投标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

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参加

项目的投标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投标、签订合同以及执

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 权 代 表 （ 签 字 ） ：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日 期：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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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 诺 书

（代理机构名称）：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投标人，郑重承诺具备以下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在本次投标之前一周年内，投标人本次投标中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相同配置

的产品报价与其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最低报价比例不得高于 15%。

4、保证不违法分包、不转包。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 标人名称（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 标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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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分包号：

序号 项目名称 供货期限 报价（元）

合 计(元)

投标总价 （小写）： ，大写：

注：1.“投标总价”应与“投标函”中“投标总价”一致。

2.“开标一览表”为多页的，每页均需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投标人印章。

3.“开标一览表”以包为单位填写。

投 标 人 名 称 （ 单 位 公 章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 标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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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项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序

号

分

包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

号
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

( 元

)

金额

（元）

合计

报价合计大写：

注：1．投标人必须按“分项报价明细表”的格式详细报出投标总价的各个组成

部分的报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分项报价明细表”各分项报价合计应当与“开标一览表”报价合计相

等。

投 标 人 名 称 （ 单 位 公 章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 标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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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务应答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序号 招标要求 投标应答

注：供应商必须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应答，否则将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投 标 人 名 称 （ 单 位 公 章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 标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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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投标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组织结构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电 话

技术负责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电 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

级

其 中

项目经理

营业执照号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 号 技 工

经营范围

备 注

投 标 人 名 称 （ 单 位 公 章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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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标人类似项目业绩一览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年份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完成时间 备 注

注：投标人以上业绩需提供合同或协议首尾页复印件。

投 标 人 名 称 （ 单 位 公 章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 标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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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术参数应答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序号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文件的应答 说明

注：1．供应商必须把招标项目的全部服务内容事项列入此表。

2．按照招标项目服务要求的顺序对应填写。

3．供应商必须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填写，否则将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投 标 人 名 称 （ 单 位 公 章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 标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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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投标人本项目管理、技术、服务人员情况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类别 职 务 姓 名 职 称 常住地
资格证明（附复印件）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管

理

人

员

技

术

人

员

售后

服务

人员

投 标 人 名 称 （ 单 位 公 章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 标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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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

181 号）或《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本公司为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或监狱）企业。即，

本公司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或《政

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本公司为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或监狱）企业。

2.本公司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及

服务，由本企业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______（请填写：中型、小

型、微型或监狱）企业制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

的货物。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注：

1、投标人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

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或

《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规定的

划分标准为中小型企业或监狱企业适用。

2、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

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时，还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投标人为非企业单位的，可不提供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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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

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

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

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注：

1、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

不重复享受政策。

2、投标人为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可不提供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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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售后服务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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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投标人和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

似效力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一）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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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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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

8.1 供应商须提供“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承诺函”（格式见招标文件

第三章）

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于本项目投标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 ‘中

国政府采购网’网站等渠道对供应商进行信用记录查询，并将查询记录存档。凡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的，视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参与本项目的将被拒绝。 （两个以上

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的，将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

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二）资质性要求：无

（三）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1）缴纳本次招标要求的投标保证金

（2）授权参加本次投标活动的供应商代表证明材料

二、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具有类似效力的要求

（一）资格要求：无

（二）资质性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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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类似效力要求：无

注：1、本项目确定供应商重大违法记录中较大数额罚款的金额标准是指：若采

购项目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有明文规定的，以所属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若采购项目所属行业行政主

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未明文规定的，以四川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行政

处罚罚款听证标准金额 20000 元为准。

2、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被纳入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

部门、银行认定的失信名单且在有效期内，或者在前三年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过

程中及其他经营活动履约过程中未依法履约被有关行政部门处罚（处理）的，

本项目不认定其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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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标人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

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一、应当提供的投标人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一）资格要求相关证明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注：①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提供“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②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

登记证书”；未换证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③若为其

他组织：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④若为自

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材料”。以上均提供复印件）

2、具备良好商业信誉的证明材料（可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第三章）；

3、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注：①可提供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复印件（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②

也可提供 2017 年度供应商内部的财务报表复印件（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③

也可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第三章，④供应商注册时间截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

不足一年的，也可提供在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复印件）。｝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可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第

三章）；

5、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可提供承诺函，格

式详见第三章）；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格式

详见第三章）；

7、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可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

第三章）如国家有强制性要求的按国家强制性要求执行；

8、供应商须提供“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承诺函”（格式见招标文件

第三章）

注：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于本项目投标截止日在‘信用中国’网站、 ‘中

国政府采购网’网站等渠道对供应商进行信用记录查询，并将查询记录存档。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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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的，视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参与本项目的将被拒绝。 （两个以上

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的，将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

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二）资质性要求相关证明材料：无

（三）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相关证明材料：

（1）保函或银行下账回单复印件或本代理机构出具的保证金收据复印件或加盖

本代理机构财务专用章的保证金交纳证明材料原件（注：①保证金交纳方式、金

额符合招标文件要求；②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加盖本代理机构财务专用章的原件。）

（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理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注：

①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理书原件需加盖公章；②如投标文件均由投

标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的且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本人参与投标

的，则可不提供。）。

二、应当提供的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具有类似效力的要求的相关证

明材料

（一）资格要求相关证明材料：无

（二）资质性要求相关证明材料：无

（三）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相关证明材料：无

注：以上要求的资料复印件（身份证明材料除外）均须加盖投标单位的公章（鲜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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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

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

N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或性能指标要求

1

潍柴高压

共轨柴油

机试验台

台 1

基于2017年生产的潍柴全新6缸电控高压共轨柴

油机进行开发做实验台，要求实验台发动机各附

件齐全，实验台上的发动机能正常运行。实验台

架下装小型实心橡胶胎，能灵活移动，实验台上

装设汽车仪表和发动机运行时各动态参数的仪表

或显示屏：如：高低油路油压仪、蓄电池电压、

各传感器、执行器的参数值、实验台设置自诊断

接口，实验台上能够进行发动机故障，所有数据

具备检测端口，试验台配备详细的使用说明和相

关电器元件电路图和相关实训资料，配备维修技

术手册，操作工具说明书。

2

玉柴高压

共轨柴油

机试验台

台 1

基于2017年玉柴生产的全新6缸电控高压共轨柴

油机开发做实验台，要求实验台发动机各附件齐

全，实验台上的发动机能正常运行。实验台架下

装小型实心橡胶胎，能灵活移动，实验台上装设

汽车仪表和发动机运行时各动态参数的仪表或显

示屏：如：高低油路油压仪、蓄电池电压、各传

感器、执行器的参数值、实验台设置自诊断接口，

实验台上能够设置发动机故障，所有数据具备检

测端口，试验台配备详细的使用说明和相关电器

元件电路图和相关实训资料，配备维修技术手册，

操作工具说明书

3

圣达菲高

压共轨柴

油机试验

台

台 1

基于2017年生产的圣达菲全新4缸电控高压共轨

柴油机开发做实验台，要求实验台发动机各附件

齐全，实验台上的发动机能正常运行。实验台架

下装小型实心橡胶胎，能灵活移动，实验台上装

设汽车仪表和发动机运行时各动态参数的仪表或

显示屏：如：高低油路油压仪、蓄电池电压、各

传感器、执行器的参数值、实验台设置自诊断接

口，实验台上能够设置发动机故障，所有数据具

备检测端口，试验台配备详细的使用说明和相关

电器元件电路图和相关实训资料，配备维修技术

手册，操作工具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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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新帕萨

特1.8T汽

车全自动

空调实验

台

台 1

基于帕萨特 1.8T 全新的全自动空调开发做实验

台，要求空调系统附件齐全，实验台上的空调能

进行制冷、制热功能正常运行。实验台架下装实

心橡胶胎，能灵活移动，实验台上装设汽车仪表

和汽车空调运行时各动态参数的仪表或显示屏：

如蓄电池电压、制冷系统高低压力、制冷制热系

统各传感器、执行器的参数值,实验台设置自诊断

接口，实验台上能够设置障，所有数据具备检测

端口，试验台配备详细的使用说明和相关电器元

件电路图和相关实训资料，配备维修技术手册，

操作工具说明书

5
龙门双柱

举升机
台 5

配置参数：举升重量：3200kg，电机功率：1.8kw,

电源：380v,举升范围：100-1700mm,机架高度：

3636mm,机架宽度：3384mm。国产液压工作站。 性

能特点：该产品是支架式非对称型臂的液压双柱

举升机，由液压、机械、电动三个系统构成，安

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6
快修单剪

举升机
台 2

原装进口液压泵站,平台带双侧延伸板,长度

1.55m～1.83m,举升高度 2.0m,3.0T 举升能力

7
字母式大

剪
台 2

举升重量为 3.5T，总长 4.3 米,主机举升高度为

1.7 米,子机举升高度为 0.45 米,子机举升重量为

3.5T,出口液压电器及气动元件,双层剪式隐藏结

构,适合于各种高精密四轮定位,前轮转盘凹槽可

调，加长后滑板。国内名牌，为北京现代、长安

福特、华成宝马 4S 站指定品牌，国内四轮定位专

用举升机专业生产厂；

8
轮胎平衡

机
台 1

轮圈直径：10-24 英寸；平衡时间：3 S，平衡精

度+-1，最大轮胎直接 800MM，有 OPT,SPO 功能，

三种 ALU 平衡模式，新型面版，加长主轴。

9
螺杆式空

压机
台 1

功率 22KW，排气量为 3.4m3/min,排气压力为

0.8Mpa

10 储气罐 个 1 储气量 1立方 3，工作压力 1Mpa。

11
三合一组

合鼓
个 5

二气一电(此价格不含组合鼓电路敷设费)，机电

部分使用

12
风炮及接

头和套筒
个 10

空转速 7200（r/min),扭矩范围：650-13000n.m，

方头尺寸 12.5mm.

13

中型空气

软管绕线

器

个 8

内径 8mm 外径 12mm 工作压力 1.4MPa 爆破压力

6.0MPa 进气管 1m 长度 15m(质保叁年)钣金，油

漆部分使用



42

14
中型附灯

型绕线器
个 1

AC220V 6A 1.5mm2 3线 进电线0.85m 长度 15m 附

工作灯(质保叁年,工作灯质保叁个月)

15
冷冻式干

燥机
台 1 处理风量 3.8m3/min

16 尾排 套 56
∮130mm 铝排管，∮75mm 软管,8 米标配一个小车，

配置单吸咀(分二段安装）

17
车身校正

仪
台 1

工作台长 5.5 米，宽 2.1 米，高 0.5 米，塔柱工

范围 360 度，设备总重 2.7T，,专利液压倾斜式升

降平台使任何事故车均可方便上下，无需举升机,

专利环形液压牵引塔柱 360°作业，自由灵活，油

缸垂直工作，无任何分力消耗，拉力强劲、准确。

电控式集中控制系统，动力强劲，使用寿命长，

故障率低。专利夹具快速牢靠地对汽车进行定位

和夹紧。专利通用测量系统对车体进行三维坐标

测量，使用方便，精确度高。配备各车系最新车

型数据手册，与美国同步的全球车型数据库可随

时提供各年代各车型数据查询支援。高强度拉伸

工具，考虑了几乎任意形状的变形校正，使用灵

活、方便、寿命长。移动灵活配置齐全的工具车，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奔腾设计理念。独特的电子

测量系统兼容设计

18 保护焊机 台 2

通过了国家 CCC 认证，适用于薄板至中厚板的全

位置快速焊拉及点焊作业。可焊低钢、低合金结

构钢、低合金高强钢、不锈钢、钢、铁、铜、铝、

镍等。一体式结构，送丝器采用 PWM 调制，送丝

力大，有效保证焊接过程中送丝度的平衡；调整

面板上的点焊时间与间歇的时间，专为薄板点焊，

无需长缝焊接可减轻操作者手指和手腕上的疲

劳。广泛用于钢结构、石油化工、造船及机械制

造等行业。超强配置：采用集成线路，功能模块，

高性能开头新技术，自主开发，技术成熟，可靠

性强，方便效率高，采用国际领先技术，操作只

需选择与焊接工作符合的司务即能达到最佳的焊

接效果，配有高精度双路时间调整系统，配有

VPOWER 送丝任意选择，配有工具盒及焊丝防堵用

品；特点：独特的自动监测电网电压功能，数字

化显示，多层桥式整流，双轮双驱动送丝机构，

配可加热减压表，电弧动特性调节，高质量成形

焊接，外形美观。参数：输入电压相数：AC380 单

相；频率：50-60HZ；额定最大输入电流：21.6A；

最大有效输入电流：16.4A；输出电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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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A/17V-320A/30V；空载电压：20-40V；焊接电

流：35-320A；暂载率：35%；绝缘等级 F级；

19
快速充电

机
台 2

独特的自动检测输出电流、电压；具有电流电压

双显示功能；可一次给多个电瓶充电；强行起动，

快慢速两种充电方式，启动电流是 1500A。

20
焊炬

H01-6
个 4

射吸式焊矩

可换焊嘴数目,5

适用范围:-15--55

壁厚:2

焊矩总长:400

21
割炬

G01-30
把 4

射吸式割矩,金属切割用,切割厚度 1-30（mm)

22
氧气表组

(国产)
只 4

输入压力 15MPa
调节范围 0.01-1.25MPa
公称流量 40m3/h
重量 1.3kg
外形尺寸 160×150×125mm
进口连接螺纹 G5/8"
出口连接螺纹 M16×1.5

23

塑料焊枪

(国产)

（100W）

只 2

焊枪+全套配件

功率: 1600W

颜色: 绿色/蓝色/黑色

电压: 220V/110V

手柄直径: 56MM

工作强度: 长时间连续工作

24
乙炔表组

(国产)
只 2

用于汽车维修，制造以及维护

切割至 1" 焊接至 1/8"

使用可选附件可切割至 4" 焊接至 1/2"

铜质调节器

调节器直径 2 1/4 - 保证精确操控

25 修复机 台 2

通过了国家 CCC 认证，适用于薄板至中厚板的全

位置快速焊拉及点焊作业。可焊低钢、低合金结

构钢、低合金高强钢、不锈钢、钢、铁、铜、铝、

镍等。一体式结构，送丝器采用 PWM 调制，送丝

力大，有效保证焊接过程中送丝度的平衡；调整

面板上的点焊时间与间歇的时间，专为薄板点焊，

无需长缝焊接可减轻操作者手指和手腕上的疲

劳。广泛用于钢结构、石油化工、造船及机械制

造等行业。超强配置：采用集成线路，功能模块，

高性能开头新技术，自主开发，技术成熟，可靠

性强，方便效率高，采用国际领先技术，操作只

需选择与焊接工作符合的司务即能达到最佳的焊

接效果，配有高精度双路时间调整系统，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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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OWER 送丝任意选择，配有工具盒及焊丝防堵用

品；特点：独特的自动监测电网电压功能，数字

化显示，多层桥式整流，双轮双驱动送丝机构，

配可加热减压表，电弧动特性调节，高质量成形

焊接，外形美观。参数：输入电压相数：AC380 单

相；频率：50-60HZ；额定最大输入电流：21.6A；

最大有效输入电流：16.4A；输出电流电压：

35A/17V-320A/30V；空载电压：20-40V；焊接电

流：35-320A；暂载率：35%；绝缘等级 F级；

26
专业钣金

快修系统
台 1

钣金工具车，多种钣金拉力器，钣金工具，车身

免焊接工具

27
气动焊点

销钻机
台 2

专业钻除汽车板金焊点，有防滑底托装置。转速：

1800 转/分钟，耗气量：283 升/分钟。

28
气动钣金

切割锯
台 2

动力源：压缩空气

气体流量：900L/min

气体气压：0.7MPa

功率：4.352 HP

锯片直径：350 mm

切割深度：125 mm

重量：11 kg

29 气动钻 台 2

最大钻孔直径 10（mm）

空载转速 2300（b.p.m)

耗气量 0.5（m3/min）

适用范围:穿孔 清丝

30 烤灯 台 1
4*1000W 镀金高温灯管铝合金发射板，效果提高，

全自动过载保护，独立控制每组灯管

31 烤灯 4

输入电源： 220V/380V 50HZ/60 HZ

安全电源： AC12V/AC24V

最大功率： 3KW-12KW

升温时间： 5-30min (50℃-200℃)

烘烤面积： 0.6×1.2m2（烘烤面积可按要求设

计）

烘烤距离： 0.3-0.8m.

32 烤漆房 台 1
1、底座系统：全部 1.2 镀锌板，高 280mm，2 排

地网 30×4 扁钢和直径 10 圆钢，3 排半花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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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mm 厚。2只踏坡台，宽 800mm。

2、房体系统：墙板内外为 0.4 彩涂板，中间填充

58mm 聚苯乙烯，容重 12kg/m3，总厚 60mm。房体

四周配镀锌板包边。包边式大门，安全门配机械

压力锁。

3、送风系统：2×3KW 双进风离心小口风机，型号

YDW11，总风量 20000m3/h。上进风，内设电动下

风门，配 2节方筒 1节弯头。

4、加热系统：1 台 ZD2000B 燃油燃烧机，1 台不

锈钢管式热交换器和油路系统。

5、照明系统：配顶灯 4×36W×8 组照明，飞利浦

照明灯管和定制电子镇流器。

6、空气过滤系统：国产优质片式进风过滤棉和国

产优质高效过滤棉，保证房体内空气净化效率达

98%以上。C型钢顶网电镀锌。

7、控制系统：小柜，国产接触器、断路器和开关，

机械式和电子式温度保护装置。

33 打磨房 台 1

简易打磨房，无地台，改善钣喷车间的工作环境，

清除钣喷车间生产时产生的尘埃、废气以及漆雾，

提高生产效率

34

气动盘式

砂轮打磨

机

台 2

底盘尺寸 ：5″/125 (mm) 无负荷运转数 ：10000

(rpm) 振动轴距 ：5 (mm) 重量 ：1.09 (kg) 长

度 ：230 (mm) 进气口 ：1/4 (NPT) 气管内径

(ID)：3/8" 平均空气消耗量：184L/min 使用压

力：6.3kg/cm2

35
电动抛光

打磨机
台 4

1.电压 220V

2.转速范围 600-3000r/m

3.功率 1500W 以上

4.满足汽车抛光打磨使用

36
3M 防毒面

罩
只 4 符合国家环保、汽车喷漆要求

37
四轮定位

仪
台 1

进口 3D 成像技术，以车身为基准的测量技术，使

测量更精确更稳定；照相机测量系统；目标盘装

置；设备无需标定；测量时无需钢圈补偿；软件

系统 2 分钟内可读取基本的四轮定位数据。无电

子传感器，无束角、倾角传感器，避免由于承载

车辆平面自身平行度等问题所造成的测量结果偏

差，避免了为摄取车轮平面的平均值所做的钢圈

补偿，增加了测量的精确性，提高了操作效率。

可以测量车轮前束角、车轮外倾角、主销内倾角、

主销后倾角、主销偏置距、转向前展角、最大转

向角；还可检测其他车辆轮距、轮迹宽度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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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轴偏位值、对角线偏移量等。

38

汽车维修

生产厂供

气系统及

安装

套 1

采用 SURIOS（速锐）供气管路系统，要求：

PVR 管道防锈、耐压（设计压力≤16bar，爆破性

压力≤98bar）；

1．硬度和韧性适中、耐候性好（≤60℃,≥

-20℃)、良好的稳定性；

2．主管道与工位管道通过弯曲的鹅颈管连接，从

而避免主管道的油、水的进入施工工位；

3.主管道采用环行设计，确保每一个工位的工作

气压均等；

4.同时主管道采用环行设计，通过主管道的阀门

控制，日后不停产维修；

5.主管道采用一定落差设计（i=2%），便于最低

处集水排除；

6.施工、维修或增加工位方便、简单，整体设计

美观。

主气管长度 700 米，共 48 个工位

39
教学专用

车辆
辆 2

1.纯电动紧凑型三厢汽车

2.上市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新车

3.工信部续航里程 400 以上，采用三元锂电池

4.最大功率 160KW,最大扭矩 300N.M，采用固定齿

比变速箱

5.具有并线辅助功能、全景摄像头、定速巡航、

无钥匙启动、自动空调等功能。

6.车身长宽高不低于 4650*1820*1510mm

40 工位桌 张 8

高档专业定制，采用国家级标准环保板材，具有

防霉、防潮、防污等功能，板材厚度均为 25mm，

特殊部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加厚，其中主桌

尺寸 1400(L)*700(W)*750(H)mm，整体根据人体工

程学进行设计，整桌可调平，可以自由组合，美

观大方，远端边角部分分别含通线孔，附含活动

组柜，尺寸为 L800*H(60-65)*D40，用于文件杂物

存储，满足实际所需，含三抽屉，可用于保险理

赔、配件实训等教学使用

41

教学专用

超短焦投

影仪

台 2

投影尺寸： 60-110 英寸

屏幕比例： 4:3

亮度： 3300 流明

对比度： 5000:1

标准分辨率： WXGA（1280*800）

液晶显示板：0.63 英寸（16mm） 4:3，

镜 头 ： 定 焦 镜 头 ， RGB 输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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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SVGA,XGA,WXGA,WXGA+,SXGA,SXGA+,UXGA,MA

C16"，视频输入：NTSC，NTSC4.43，PAL，SECAM，

M-PAL，N-PAL，PAL(61Hz)

42 电子白板 台 2

产品类型交互式电子白板，有效读取尺寸 1567×

1165mm，面板尺寸 87.4 英寸，输出方式红外感应，

画面比例： 4:3 ，适合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XP/2003/Vista/Win7/Win8

43 培训长桌 张 1

高档专业定制，环保板材，防污耐磨，设计符合

人 体 工 程 学 ， 商 务 简 约 现 代 长 条 桌 ，

L3200*W1200*H750mm

44 培训椅 把 30

高档优质材料,写字板采用国家级标准环保板材，

具有防霉、防潮、防污等功能，优质耐用座板与

靠背，国际冷扎管烤漆钢脚架，可折叠，方便移

动，整体根据人体工程学进行设计，适用于多场

所、多功能的实训教学

47

教学专用

多媒体教

师演讲桌

张 3

尺寸为 1.2 或 1.4*700*900，防盗、防火、防静电

设计，材质为优质冷轧板，表面经酸洗处理，磷

化防腐防锈后静电处理，坚固耐用，电墨喷漆工

艺，可根据要求进行定制,含控制模块。

46
教学专用

投影仪
台 1

投影尺寸： 24-300 英寸

屏幕比例： 4:3/16:9

投影技术： DLP

投影机特性： 互动

亮度： 2500 流明

对比度： 3000:1

标准分辨率： XGA（1024*768）

色彩数目： 16.7 万色

47 投影幕 个 1

电动幕（120 英寸）4：3白塑, 采用管状电机,配

以超静音电机，使演示环境更为宁静, 玻珠防眩

光幕面,久用不会泛黄,白色外壳,方形,美观大方

人性化设计,安装方便

48 功放音响 套 1

功放：输出功率 400W，两组音频输出，4 组音频

输入，5个话筒接口，频率响应20HZ-20KHZ+0.5DB，

电路自动保护。

音响：额定功率 180W，频率响应 45Hz-18KHz。

49 无线麦克 套 1

黑色，一拖二，话筒频率响应为 80Hz-12.5kHz，

插头直径为6.35插头，接收器采用VHF频段设计，

频率范围为 220MHz-270MHz，信噪比大于 70db，

失真度小于 0.5%，接手范围为 50 米，避免干扰频

率.• 采用自动电平控制，避免音量过大而失真•

设有声反馈防啸叫功能，能有效减小回馈啸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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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电小，使用距离长。

50 移动白板 套 4

100CM*200CM，面板采用进口冷轧板，彩涂板工艺，

坚固耐用，书写流畅，易于擦拭，进口版面双面

烤漆，内部为磁性材质，白板角度可在支架上随

意固定

51 快充桩 个 1

具有高效、高可靠、超低辐射、维护快捷、灵活

扩容、节能环保等优点；

具备超强电网适应能力，输入电压范围宽，能够

承受 600Vac 高电压输入；

采用数字化自主均流技术，均流性能稳定；

充电模块采用业界领先的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

术，输入功率因数高达 0.99，总谐波含量≤3%，

无需在充电站内单独配置消谐滤波装置，绿色环

保、节省投资；

具有输出电压、电流调节范围宽的独特特点，满

足不同类型蓄电池组端电压的充电要求；

系统符合安规 EN61851,电磁兼容 EN61000、

GB/T17626 标准要求，同时符合欧盟 RoHS 指令；

具备绝缘检测功能，绝缘降低时自动关闭输出，

确保充电安全。

技术参数：

输入线电压：260～530VAC

输入频率：45～65Hz

功率因数：≥0.99

工作环境温度：-40℃~十 55℃；

储运环境温度：-40℃~十 85℃；

防护等级：IP54(室外)或 IP32(室内)

连接器机械操作寿命：≥10000 次；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8760H。

37.5 千瓦

52 慢充桩 个 2

输入/输出电压：单相 AC220V；

输入/输出电流：16A/32 A/64A；

计时精度：1.0S 级

计费精度：0.01 元；

满载效率：≥0.99；

工作环境温度：-40℃~十 55℃；

储运环境温度：-40℃~十 85℃；

防护等级：IP54(室外)或 IP32(室内)

连接器机械操作寿命：≥10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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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8760H。

7 千瓦

53 放电工装 套 2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

EV160 等 BJEV 车型的维修使用。

3.最高放电电压：600V

4.功率：<8W

5.放电时间：5S

54

高压测量

仪及模拟

实验箱

套 2

1.基于北汽新能源汽车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适用于各类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使用。

3.为了确保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此款新能源专业

检测工具在每一分项操作之前均做出了有针对性

的安全操作规程和操作顺序引导，强化了作业流

程并自动生成操作日志。

4.此产品是一款专为新能源汽车开发的高电压测

量工具，符合国家的相关安全标准及各类安全技

术要求。作为一款多功能的汽车高电压测量工具，

它可以实现高压系统的全方位测量：

电动汽车高、低压电池的电压测量

通、断电状态测量

绝缘电阻测量

车载绝缘监视器

1766 法则测量

电容、电阻、二极管测量

全极点测量

等电位连接状态检测等测量项目。

5.由电脑 USB 提供的 DC5V 输出给设备供电，最大

化的保障了测量的精准度, 性能稳定远超于万用

表。

6.通过模拟实验箱可以让学员进行工作前的高压

电安全防护及模拟测量，更好的保护学员。

7.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500*400*250mm

高压测量仪最大测量电压：1000V

重量：8KG

带预装模拟软件和测试软件便携电脑一台。

55
线束维修

工具套件
套 2

1.基于北汽新能源汽车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

EV160 等车型的维修使用。

3.用于新能源汽车专用线束维修工具套件：



50

 端子压线钳

 偏口钳

 电烙（含底座支架带恒温调节）铁

 焊锡套件

 吸锡器

 偏口钳

 尖嘴钳

 剥线钳

 电工刀

 镊子

 可调温度热风枪

 8 件套螺丝刀

 工具包

塑料翘板

56 绝缘地垫 套 1

材质：天然橡胶

厚度：3mm

尺寸：3米×6米

耐压：12KV

57 防护套装 套 1

绝缘手套 8",9",10"

绝缘鞋（10KV 防砸）

绝缘帽 10KV

防护眼镜 用于眼部防护

58 绝缘工具 套 2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

EV160 等车型的维修使用。

3.耐压：1000V

4.材质：优质 CR-V

5.绝缘材质：双色 PP+TPR

6.认证：VDE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0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1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2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3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4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6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7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8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19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21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22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公制套筒 24mm

 1/2"注塑型双色绝缘 T型扳手 1/2*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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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延长接杆 1/2*125mm

 1/2"注塑型单色绝缘延长接杆 1/2*250mm

 1/2"注塑型双色绝缘棘轮扳手 1/2*250mm

 双色绝缘一字螺丝批 2.5X75mm

 双色绝缘一字螺丝批 4X100mm

 双色绝缘一字螺丝批 5.5X125mm

 双色绝缘十字螺丝批 PH0X75mm

 双色绝缘十字螺丝批 PH1X75mm

 双色绝缘十字螺丝批 PH2X100mm

 绝缘尖嘴钳 8"

 绝缘钢丝钳 8"

 注塑型双色绝缘梅花扳手 8mm

 注塑型双色绝缘梅花扳手 10mm

 注塑型双色绝缘梅花扳手 12mm

 注塑型双色绝缘梅花扳手 14mm

 注塑型双色绝缘梅花扳手 18mm

 注塑型双色绝缘开口扳手 8mm

 注塑型双色绝缘开口扳手 10mm

 注塑型双色绝缘开口扳手 12mm

 注塑型双色绝缘开口扳手 14mm

 注塑型双色绝缘开口扳手 18mm

注塑型双色绝缘活动扳手 8"

59 工具车 辆 4

SPCC 冷压板，钢板厚度外框 0.8mm，内框 0.6mm，

脚轮定向 2 只、万向 2 只，可拆装，含脚轮和拉

手的尺寸 830*465*763mm

60 举升机 辆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

EV160 等 BJEV 车型的维修使用。

3.机器用途：

此款液压举升机可举升各类重量不大于1000kg的

汽车电瓶，适用于汽车维修企业汽车电瓶的检修、

维修。

4.结构特点：

手推式移动举升机无需安装;

倾斜式平台可以圆周方向分别移动30mm方便汽车

电瓶的安装、维修;

采用优质气动泵（可选配手动、线控）、三通球

阀、单向节流阀等元器件

根据举升需要，下降速度可调;

5.设备参数：

举升重量：1000KG

举升高度：1800mm

平台初始高度：1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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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升时间：30S

下降时间：可调

气压：8bar

机器噪音：≤70db

工作环境温度：5-40℃

湿度：30-95%

尺寸：1100mm*1450mm*800

液压专用油量：1.6L

安装高度：海拔≤1000M

61
综合配电

柜
套 1

输入线电压：260～800VAC

输入频率：45～65Hz

额定电流：250A

功率因数：≥0.99

壳体防护等级：IP65

80 千瓦输出

62
故障诊断

仪
套 2

1.基于北汽新能源汽车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诊断硬件采用双核汽车专用级处理器,兼容所

有汽车协议。

3.使用标准 802.11b/g WIFI 无线通讯，轻松接入

现有网络，或与 Laptop 点对点无线连接，实现无

线网络诊断。

4.诊断车型：EV150、EV200、绅宝 EV、M30EV、EV160

等

5.系统: DVD 导航模块(EHU),T 模块(T-Module),

安全气囊(SDM),车身电控模块(BCM),车身电控模

块（李尔）(BCM),车身电控模块（联电）(BCM),

车载充电机(CHG),倒车雷达-侧视辅助系统

(SVA-PAS),电子转向柱锁(ESCL),动力电池系统

(BMS PPST),后摄像头(RVC),集成控制器(VBU),驾

驶员座椅模块(DSM),驱动电机系统(MCU),胎压监

测系统(TPMS),无钥匙启动控制器(PEPS),整车控

制器(VCU),制动防抱死(ABS),制动液压控制模块

(ESP),自动前照灯系统(AHL),组合仪表(ICM)远

程监控系统(RM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

6. 笔记本：CPU Intel i3 2.4G

RAM:2048M

HDD:500G

LAN:1000M

ODD:DVD RW

Display:14.0”W LED

OS:Window 7 Home Basic

Battery:10.8V 48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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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BJEV 专用

示波器
套 2

1.基于北汽新能源汽车开发，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EV160 等 BJEV

车型的维修使用。

2.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专用示波器，+/-200 V

最大输入（随机配备 10:1 衰减器可测+/-2000V 交

直流电压,可直接测量新能源车的高压电路波形），

连接实现快速屏幕刷新，防过载和短路，包括新

能源汽车示波器软件。

3.主要功能

功能完备的4通道带宽20MHz数字存储示波器

汽车专用测量：传感器、执行器、点火系统、

电器元件测试；

4.性能特点

4通道数字存储示波器，最高 400MS/s

的实时采样率，20MHz 的实时带宽

5.特有的浮地 BNC 连接器功能，多通道测量时或

高低压电路同时测量互不干扰。

6.波形分析功能，存储波形回看时波形分析时可

随意放大缩小，（幅值 1-50 倍，时基 1-500000

倍）

7. 气缸相对压缩比测试、充电电路和起动电路测

试；通讯网络测试（包含 CAN Bus 和 FlexRay 信

号）气缸相对压缩比测试蓄电池测试；

8.参考波形（包含汽油机、柴油机及摩托车电控

系统标准波形（160 多种），波形功能介绍，

测量连接方法等），以及常用的技术资料标准

波形：可以将正常车的波形设为标准波形，遇

到故障波形可以调出同屏进行比较。

9.自动跟踪测量:根据外部输入信号

全自动跟踪调节垂直幅度\水平时基档

位和触发，无需人工干预

大动态示波测量范围 ：无需扩展

探头，表笔直接测量范围可从 10mV/div

至 200V/div 多 参 数 屏 幕 显 示 ， 时 基

5ns/div-5000S/div

每通道可单、双两种光标测量模式选择，最多 4

通道 12 光标同时测量，使用 USB 接口进行供电无

需外部供电，方便行车时记录仪车辆动态波形，

功能---可连续跟踪记录长达 24 小时的事件

标配 USB 接口、通过 PC 软件与计算机通信，进行

测试数据、分析数据及测试结果归档建立标准波

形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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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端子测试

工具
套 2

1.基于北汽新能源汽车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

EV160 等 BJEV 车型的维修使用。

3.VCU 电源端子跳线

4.VCU 信号端子跳线、仪表线束连接端子跳线

5.真空泵控制器端子跳线、真空泵电源端子跳线

6.真空罐压力传感器跳线

7.各型驱动电机旋变端子跳线

8.EPS 扭矩传感器端子跳线、BMS 低压插件端子跳

线

65
端子拆卸

器
套 2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

EV160 等 BJEV 车型的维修使用。

3.用于新能源汽车专用接线端子拆卸的组合工具

4.拆装端子及线束维修

5.快速，方便得将线束插头中的端子取出，并且

不会破坏端子

66
动力电池

举升车
辆 1

举升重量：1000KG

举升高度：1800mm

平台初始高度：1100mm

举升时间：30S

下降时间：可调

气压：8bar

机器噪音：≤70db

工作环境温度：5-40℃

67

BJEV 低压

蓄电瓶诊

断仪

套 1

电压测量范围：1.0-30VDC；

电流测量范围：0-900A 交直流

温度测量范围：-18°C - +70°C

功能特点：快速准确检测铅酸电池好坏

68

BJEV 电池

单体充放

电仪

套 1

基于北汽新能源汽车开发

电压测量范围：0-5V，分辨率 0.1mV

电池电压范围：充电 0-4.5V；放电 4.5-0.05V

恒压电压范围：1-4.5V

电压精度：±(0.05%FS+0.05%RD)

电流范围：充电 0.015A-3A；放电 0.015-3A，分

辨率 0.1mA

电流精度：±(0.05%FS+0.05%RD)

单点功率：15W，分辨率 0.1mW

功率精度：±(0.05%FS+0.05%RD)

温度测量：K型热电偶，测量范围-40~200℃，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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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

内阻范围：0~300.0mΩ；分辨率 0.1 mΩ

内阻精度：±（0.5%Fs+5dgt）

时间范围：0-30000 分钟内任意设置，时间单位

分别为 min、s 任选

时间精度：≤±0.1%

69

电池整箱

充放电设

备（回馈

电网或回

馈储能电

池）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 EV150、EV200、绅宝 EV、M30EV、

EV160 等 BJEV 车型的维修使用。

3.设备参数

电压测量范围：0-5V，分辨率 0.1mV

电池电压范围：充电 0-4.5V；放电

4.5-0.05V

恒压电压范围：1-4.5V

电压精度：±(0.05%FS+0.05%RD)

电流范围：充电 0.015A-3A；放电 0.015-3A，分

辨率 0.1mA

电流精度：±(0.05%FS+0.05%RD)

单点功率：15W，分辨率 0.1mW

功率精度：±(0.05%FS+0.05%RD)

温度测量：K型热电偶，测量范围-40~200℃，精

度±1℃

内阻范围：0~300.0mΩ；分辨率 0.1 mΩ

内阻精度：±（0.5%Fs+5dgt）

时间范围：0-30000 分钟内任意设置，时间单位

分别为 min、s 任选

时间精度：≤±0.1%

70
EV200 车

电池系统
套 1

是采用纯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完整的备件制作而

成，能展示所有部件结构及位置、功能，与驱动

系统、信息传输系统无缝连接后即可展示出整个

车的结构，亦能实现整车的所有功能。

电池材料： 三元锂

电量(kWh)：30.4

电池系统循环寿命(90%DOD)： ≥2000

充电方式：

低功率交流充电：3.3kW

慢充：8-9h

71

EV200 教

学用车电

池系统

（改装

型）

套 1

是采用纯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完整的备件并根据教

学需求进行改装制作而成，能展示所有部件结构

及位置、功能，与驱动系统、信息传输系统无缝

连接后即可展示出整个车的结构，亦能实现整车

的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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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材料： 三元锂

电量(kWh)：30.4

电池系统循环寿命(90%DOD)： ≥2000

充电方式：

低功率交流充电：3.3kW

慢充：8-9h

72

电池管理

系统结构

展示台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电池管理系统结构展示台是根据中国汽车行业

标准（QC/T 897-2011),《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

统技术条件》和电动车 BMS 电池管理系统实物制

作成，对电池管理系统的整个结构能够有清晰的、

直观的展示，同时可与功能演示台进行无缝连接

后进行功能演示。

4．实验台电池相关技术参数：

4.1 标称容量：40AH

4.2 交流内阻：≤1.8mΩ

4.3 标称电压：3.2V

4.4 电芯重量：1.4KGS

4.5 标准放电方法：恒流-20A，截止电压-2.8V

4.6 标准充电方式：恒流-10A，充电电压-3.55V

4.7 快速充电方式：恒流-40A，充电电压-3.55V

4.8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120A

4.9 脉冲放电电流：400A

4.10 循环寿命（指电池按照标准充电到标准电压，

在给电池放电到标准最低电压为一个循环）：2000

次

4.11 充电温度：0-45 摄氏度

4.12 放电温度：-25-65 摄氏度

4.13 存储温度：0-45 摄氏度

4.14 尺寸：126*46*180mm

5.实验台充电系统技术参数：

5.1 充电机输入电压：220VAC

5.2 功率因数≥0.98

5.3 满载效率≥93%

5.4 机械冲击及抗震等级：符合 SAEJ1378 要求

5.5 防护等级：IP46

5.6 工作温度-40-55℃

5.7 控制方式：BMS 电池管理系统 CAN 总线控制

6.单体电池数量：16 块

7.单体电池类型：磷酸铁锂电池

8.外形尺寸：1720*660*1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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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量：150KG

73

电池管理

系统功能

演示台

套 1

1.基于北汽新能源汽车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适用于各类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使用。

3.为了确保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此款新能源专业

检测工具在每一分项操作之前均做出了有针对性

的安全操作规程和操作顺序引导，强化了作业流

程并自动生成操作日志。

4.此产品是一款专为新能源汽车开发的高电压测

量工具，符合国家的相关安全标准及各类安全技

术要求。作为一款多功能的汽车高电压测量工具，

它可以实现高压系统的全方位测量：

电动汽车高、低压电池的电压测量

通、断电状态测量

绝缘电阻测量

车载绝缘监视器

1766 法则测量

电容、电阻、二极管测量

全极点测量

等电位连接状态检测等测量项目。

5.由电脑 USB 提供的 DC5V 输出给设备供电，最大

化的保障了测量的精准度, 性能稳定远超于万用

表。

6.通过模拟实验箱可以让学员进行工作前的高压

电安全防护及模拟测量，更好的保护学员。

7.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500*400*250mm

高压测量仪最大测量电压：1000V

重量：8KG

带预装模拟软件和测试软件便携电脑一台。

74

充电管理

系统结构

展示台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本实验台是根据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各类电机的

工作原理，采用低压安全电压供电，通过部件的

更换，以及让学生主动参与体验，直观的简洁的

将电机工作原理模拟展现。

4．技术参数：

4.1 系统输入：48VDC

4.2 最大输出功率：3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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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最大输出扭矩：25N·m

4.4 绝缘等级：B级

4.5 控制系统调整方式：上位机软件调整

4.8 最高转速：3000rpm

4.9 故障设置点数：10 个

4.10 故障设置方式：单独和复合故障

4.11 工作温度：-30-90℃。

4.12 全功率工作温度：0-50℃

4.13 最大工作电流：100A

4.14 充电机参数

4.14.1 充电机输入电压：220VAC

4.14.2 功率因数≥0.98

4.14.3 满载效率≥93%

4.14.4 机械冲击及抗震等级：符合 SAEJ1378 要求

4.14.5 防护等级：IP46

4.14.6 工作温度-40-55℃

4.14.7 控制方式：BMS 电池管理系统 CAN 总线控

制

4.15 外形尺寸：1720*660*1700mm

4.16 160KG

75

充电管理

系统功能

演示台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与充电管理系统结构展示台无缝连接后，通过

专门开发制作专用软件，可以显示整个充电器对

电池充电过程中电流和电压的曲线，并可通过软

件进行故障设置，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汽车充电设

备操作能力。采用安全电压设计，并带有漏电保

护装置和急停开关，使教师和学生在整个实训过

程中的安全进一步提高。

4.技术参数：

4.1 演示台工作电压：220VAC

4.2 通讯方式：CAN 通讯

4.3 充电过程演示

4.4 充电电压与电流曲线绘制

4.5 充电方式的选择：2种

4.6 快充电电流选择：2种

4.7 外形尺寸：1560*610*1560mm

4.8 重量：150KG

76
电机模拟

实验台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本实验台是根据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各类电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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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采用低压安全电压供电，通过部件的

更换，以及让学生主动参与体验，直观的简洁的

将电机工作原理模拟展现。

4．技术参数：

4.1 系统输入：48VDC

4.2 最大输出功率：3KW

4.3 最大输出扭矩：25N·m

4.4 绝缘等级：B级

4.5 控制系统调整方式：上位机软件调整

4.8 最高转速：3000rpm

4.9 故障设置点数：10 个

4.10 故障设置方式：单独和复合故障

4.11 工作温度：-30-90℃。

4.12 全功率工作温度：0-50℃

4.13 最大工作电流：100A

4.14 充电机参数

4.14.1 充电机输入电压：220VAC

4.14.2 功率因数≥0.98

4.14.3 满载效率≥93%

4.14.4 机械冲击及抗震等级：符合 SAEJ1378 要求

4.14.5 防护等级：IP46

4.14.6 工作温度-40-55℃

4.14.7 控制方式：BMS 电池管理系统 CAN 总线控

制

4.15 外形尺寸：1720*660*1700mm

4.16 160KG

77
EV200 车

驱动系统
套 1

采用 EV200 纯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制作而成，能展

示所有部件结构及位置、功能，与电池系统、信

息传输系统无缝连接后即可展示出整个车的结

构，亦能实现整车的所有功能。

驱动电机：

功率（额定/峰值）（kW）30/53

扭矩（额定/峰值）（N•m）102/180

78

EV200 教

学用车驱

动系统

（改装

型）

套 1

基于 EV200 开发，采用纯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制作

并根据教学需求进行改装而成，能展示所有部件

结构及位置、功能，与电池系统、信息传输系统

无缝连接后即可展示出整个车的结构，亦能实现

整车的所有功能。

驱动电机：

功率（额定/峰值）（kW）30/53

扭矩（额定/峰值）（N•m）102/180

79 电机控制 套 1 基于北汽车新能源汽车工作原理开发的，采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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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

台

压安全电压纯电动车配件制作完成，主要部件包

含：动力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 BMS（BMS 主机、

BMS 从机、BMS 显示屏及各传感器）、电机控制器、

高压控制箱、轮毂电机（驱动电机）、加速踏板、

DC-DC 变压器、车载充电机等纯电动车配件。

主要功能包括：

1.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介绍。

2.电动汽车驱动系统部件电压和电流检测。

通过检测端子可以使用仪器设备测量各部件的工

作电压和工作电流、CAN 总线信号。

3.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基本故障排除。

利用故障设置器，可以对驱动系统进行设置，并

通过专业合理设置的测量端子进行故障分析和故

障排除。

4.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基本工作原理介绍和基本

故障分析。

通过电脑或显示屏来实时监测 BMS 电池管理系统

运行状态，并进行相关的故障分析。

5.电机控制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介绍。

6.DC-DC 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介绍。

7.车载充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介绍。

80

EV200 车

信息传输

系统

套 1

采用 EV200 纯电动汽车信息传输系统完整的备件

制作而成，能展示所有部件结构及位置、功能，

与驱动系统、电池系统无缝连接后即可展示出整

个车的结构，亦能实现整车的所有功能。

包含：VCU 整车控制器、动力转向 EPS、

动力电池 BMS、数据采集终端、电机控制器 MCU、

车载充电机、OBD 诊断接口、快充口、仪表、

CAN 速率：500kbps

81

EV200 教

学用车信

息传输系

统（改装

型）

套 1

是采用纯电动汽车信息传输系统完整的备件并根

据教学需求进行改装制作而成，能展示所有部件

结构及位置、功能，与驱动系统、电池系统无缝

连接后即可展示出整个车的结构，亦能实现整车

的所有功能。

包含：VCU 整车控制器、动力转向 EPS、

动力电池 BMS、数据采集终端、电机控制器 MCU、

车载充电机、OBD 诊断接口、快充口、仪表、

CAN 速率：500kbps

82
BJEV 放电

工装
套 1

1.最高放电电压：600V

2.功率：<8W

3.放电时间：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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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汽车漏电

流钳型表
个 1

测量范围：DC/AC 0mA～60.0A

交流：45Hz～400Hz

钳口尺寸：25mm×30mm

测试方式：钳形 CT，非接触测量

84
多媒体显

示屏
台 1

MVA 面板，面板尺寸 34 英寸，屏幕比例 21：9，

最佳分辨率 3440x1440，响应范围 >5ms，响应时

间 8ms，亮度 350cd/m2，对比度 3000：1（静态）

10,000,000：1（动态），可视角度 178 度/178

度

85
电动汽车

主要部件
套 1

永磁同步电机、单体电池、电池包（亚克力外壳）、

DCDC、动力转向机、数据采集终端、VCU、MCU、

加速踏板、水泵、电子空调压缩机、真空泵、真

空罐、高压线束、新能源低压控制线束、仪表、

档位开关、减速器、高压控制盒、PTC、快冲口、

慢冲口、车载充电机、充电线、P档控制器。

86

电动汽车

基本结构

及原理交

互学习系

统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研发单位在汽车教学软件领域具备强大的研发

能力，在近三年内有至少十项汽车教学领域的软

件自主知识产权。

3.系统包括电动汽车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动力

电池系统、驱动电机系统、电气系统、总线系统、

仪器与仪表、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常见故障的

处理方法等相关内容。

1）电动汽车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主要讲解电动汽

车的驱动原理和主要组成系统介绍。

2）动力电池系统包括动力电池简介、锂离子动力

电池、其他电池、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动力电池

组的使用寿命、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与回收等内

容。

3）驱动电机系统包括电机分类、直流电机、交流

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开关磁阻电机、轮毂

电机技术、电动汽车的再生制动等学习内容。

4）电气系统包括电气系统概述、电动汽车空调系

统、功率变换器、电动汽车高压安全、电气系统

的电磁兼容性等学习内容。

5）总线系统包括概述、CAN 总线系统、其他总线

系统等学习内容。

6）仪器与仪表包括概述、纯电动乘用车仪器与仪

表、纯电动客车仪器与仪表、电动环卫车仪器与

仪表等学习内容。

7）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包括充电设备、充电接口、

充电站、常用充电设施建设和应用形式、充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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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典型案例等学习内容。

87

电动汽车

PDI 检查

交互学习

系统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研发单位在汽车教学软件领域具备强大的研发

能力，在近三年内有至少十项汽车教学领域的软

件自主知识产权。

3.系统主要面向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及服务企业的

相关工作岗位，旨在培养学生对电动汽车新车 PDI

的重视和技术，能够完成新车 PDI 的基本任务。

本系统的内容包括：PDI 的概念及意义、到货新车

PDI、库存车辆 PDI、销售交车 PDI、PDI 问题调查

和处理五大模块。

1）PDI 的概念及意义模块包括 PDI 的定义、PDI

的管理组织机构、PDI 流程及其管理、PDI 信息保

存及反馈等学习任务。

2）到货新车 PDI 模块包括新车入库管理流程、到

货新车 PDI 规范、到货新车 PDI 信息反馈等学习

任务。

3）库存车辆 PDI 模块包括库存车辆管理制度、库

存车辆 PDI 规范、库存车辆 PDI 信息反馈等学习

任务。

4）销售交车 PDI 模块包括新车销售出库制度、待

售新车交车前 PDI 规范、待售新车交车前 PDI 信

息反馈等学习任务。

4.授课视频、说课视频、标准示范视频均采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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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分辨率，且标准示范视频并配有字幕解说，对

重点知识有说明性的文字，视频配音由专业人员

配音，清晰准确。

5.通过二维动画技术，讲解理论知识，允许暂停

播放，并配有专业人员配音解读。

6.提供了用户管理、试题管理、考试管理、查看

学生考核成绩等功能。

7.试题管理中，可以根据知识点、分值、难度等

指标对题目进行分类和选择，其试题的知识点也

可以由用户进行自定义。

8.表现形式包括知识文本、结构原理图片、情境

动画、原理结构动画、车型介绍动画、互动游戏、

实拍视频等。

9. 在教师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教师可以进

行考试建立，添加试题，指定参加考试人员。学

生能否进入 “知识考核”是由教师设定的。

10. 学生在学生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回答的

题目，都能完整记录，由系统完成自动打分。

11. 教师端可以查看学生参加考试的答题情况，

能查看某学生每个题目的回答情况。

88

电动汽车

的维护和

保养交互

学习系统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研发单位在汽车教学软件领域具备强大的研发

能力，在近三年内有至少十项汽车教学领域的软

件自主知识产权。

3.系统主要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服务企业的相关工

作岗位，旨在培养学生对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纯电动汽车的保养维护技术，能够完成电动汽车

正常保养的基本任务。本系统的内容包括：例行

保养、制动系统保养、空调系统保养、转向系统

保养、充电系统保养、底盘保养、车身保养、动

力电池系统保养、冷却系统保养、其他部位保养

等模块。

1）例行保养模块包括二个月/3000 公里保养、三

个月/5000 公里保养、六个月/10000 公里保养、

十二个月/20000 公里保养等学习任务。

2）制动系统保养模块包括检查轮胎、检查驻车制

动器、检查制动盘和摩擦块、检查/更换制动液、

检查制动真空泵、控制器功能及管路接头等学习

任务。

3）空调系统保养模块包括空调冷风功能检查、空

调暖风功能检查等学习任务。

4）转向系统保养模块包括转向横拉杆球头及防尘

套检查、转向助力功能检查等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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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电系统保养模块包括 AC/DC 功能检查、充电

线检查、充电口盖检查、DC/DC 功能检查等学习任

务。

6）底盘保养模块包括万向节防护套检查、底部防

护层和驱动电机外观检查、驱动电机和变速器悬

置软垫和螺栓检查、变速器润滑油检查、底盘高

压线缆保护套检查等学习任务。

7）车身保养模块包括仪表盘及指示灯检查、用电

设备及灯光检查、蓄电池检查、雨刮器检查、天

窗检查、安全气囊等学习任务。

8）.动力电池保养模块包括外观检查、单体一致

性检查、BMS /绝缘电阻/接插件/紧固件检查、固

定螺栓检查等学习任务。

9）冷却系统保养模块包括冷却液更换、冷却液液

面高度及浓度检查、渗漏情况确认等学习任务。

10）其他部位保养模块包括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

的外观清洁、散热水箱的清洁、检查车门限位器/

门锁、前后悬挂检查、粉尘及花粉过滤器检查、

风窗清洗液液面高度检查、低压蓄电池放电电流

检查、查询监控终端、机舱线束检查、高压部件

检测、试车等学习任务。

4.教学视频、标准示范视频均采用高清分辨率，

且标准示范视频并配有字幕解说，对重点知识有

说明性的文字，视频配音由专业人员配音，清晰

准确。

5.系统内容包括教学资源、考核试题、实操视频

等。可辅助教师完成授课及考核工作。

6.提供了用户管理、试题管理、考试管理、查看

学生考核成绩等功能。

7.试题管理中，可以根据知识点、分值、难度等

指标对题目进行分类和选择，其试题的知识点也

可以由用户进行自定义。

8.表现形式包括知识文本、结构原理图片、情境

动画、原理结构动画、车型介绍动画、互动游戏、

实拍视频等。

9. 在教师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教师可以进

行考试建立，添加试题，指定参加考试人员。学

生能否进入 “知识考核”是由教师设定的。

10. 学生在学生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回答的

题目，都能完整记录，由系统完成自动打分。

11. 教师端可以查看学生参加考试的答题情况，

能查看某学生每个题目的回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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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电动汽车

整车控制

系统的检

测与维修

交互学习

系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研发单位在汽车教学软件领域具备强大的研发

能力，在近三年内有至少十项汽车教学领域的软

件自主知识产权。

3.系统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纯电动汽

车的服务企业的相关工作岗位，旨在培养学生掌

握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纯电动汽车的整车控制

系统的检测与维修技术，能够完成电动汽车整车

控制系统检测与维修的基本任务。本系统的学习

内容包括：整车控制系统概述、故障分级、针接

插件定义、检测与诊断、DTC 故障码诊断、整车控

制器拆装等部分。

4.授课视频、说课视频、标准示范视频均采用高

清分辨率，且标准示范视频并配有字幕解说，对

重点知识有说明性的文字，视频配音由专业人员

配音，清晰准确。

5.通过二维动画技术，讲解技能和知识并进行考

核，允许暂停播放，并配有专业人员配音解读。

6.系统内容包括教学资源、考核试题、实操视频

等。可辅助教师完成授课及考核工作。

7.提供了用户管理、试题管理、考试管理、查看

学生考核成绩等功能。

8.试题管理中，可以根据知识点、分值、难度等

指标对题目进行分类和选择，其试题的知识点也

可以由用户进行自定义。

9.表现形式包括知识文本、结构原理图片、情境

动画、原理结构动画、车型介绍动画、互动游戏、

实拍视频等。

10. 在教师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教师可以

进行考试建立，添加试题，指定参加考试人员。

学生能否进入 “知识考核”是由教师设定的。

11. 学生在学生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回答的

题目，都能完整记录，由系统完成自动打分。

12. 教师端可以查看学生参加考试的答题情况，

能查看某学生每个题目的回答情况。

90
教学专用

车辆
辆 1

1.纯电动紧凑型 4门 5座汽车

2.上市时间 2018.03 月后新车

3.续航里程 400 及以上，采用三元锂电池，电池

容量不低于 60KWh.

4.最大功率 160KW，最大转矩 310N.M，永磁同步

电机，电机前置，

5.前悬架麦弗逊悬架，后悬架多连杆独立悬架

6.车身尺寸长宽高不低于 4740*1770*14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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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管理

系统诊断

实训台电

池模块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系统是模拟新能源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结构

及其相关部件功能的教学应用平台，适用于各种

新能源汽车的教学和培训需要。

4.产品为整体组装结构，由台架主体、控制展示

系统、教学模块及系统软件等四大部分组成。系

统通过建立模拟仿真系统，模拟动力电池系统以

及相关部件的原理和功能，包括动力电池单体和

动力电池组、动力电池模组、动力电池箱体、电

池管理系统及系统内电子元件（如：熔断器、继

电器、分流器、电流监测器、温度传感器）、紧

急开关、电源电缆线等部件。

5.系统能实现低压模型，提高实训课的安全，避

免教学事故。

6.系统能进行电池单体、电池管理系统及系统内

电子元件（如：熔断器、继电器、分流器、电流

监测器、温度传感器）的检测、诊断和更换训练。

7.本系统展示动力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BMS）的

组成结构和工作过程；

8.本系统面板上有亚克力板彩色喷绘电路图，学

员可直观对照面板资料和动力电池的实物，认识

和分析动力电池的器件和原理；

9.本系统控制台对动力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

（BMS）部件进行解剖部件，能清晰看清电池单体、

电池组、控制继电器、熔断器、电流监测器、温

度传感器、连接器端子等电子器件；

10.本系统能进行电池单体、电池管理系统及系统

内电子元件（如：熔断器、继电器、分流器、电

流监测器、温度传感器）的检测、诊断和更换实

训；

11.本系统动力电池模组可以作为电源，整个系统

有预充电路，能仿真电动汽车电池包的工作原理

输出电能，驱动 PTC、大功率电机等负载；

12.本系统动力电池模组可以作为电源，输出直流

电压供给动力总成功能模拟实训互动教学平台系

统使用；

★13.动力电池的技术参数：额定电压：72±3 V;

额定最大储能：10±1KWH;工作电压范围：

55V~80V.学员课程实训均是在 36V 低压安全电压

下进行。

★14.本系统包括 BMS，能在软件界面上显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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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的电压、温度、充电电压、电流、放电电

压和电流；能设置系统报警参数，能仿真模拟纯

电动汽车电池包的 BMS 的所有功能，并建立对应

的实训课程。

★15.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

盖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92

电池管理

系统诊断

实训台诊

断模块

套 1

1.系统采用BJEV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及其相关部件

研制，产品为整体组装结构，由台架主体、控制

展示系统、教学模块及系统软件等四大部分组成，

包括动力电池单体和动力电池组、动力电池模组、

动力电池箱体、电池管理系统及系统内电子元件

（如：熔断器、继电器、分流器、电流监测器、

温度传感器、紧急开关、电源电缆线等部件。

2.系统兼容原厂动力电池检测软件，能进行电池

单体、电池管理系统及系统内电子元件（如：熔

断器、继电器、分流器、电流监测器、温度传感

器）的检测、诊断和更换实训。

3.动力电池模组可以与结构展示台完整拆装，拆

下后，可以进行动力电池模组与整车装配的实训。

4.系统与“BEST 教学实训考评控制系统”配套，

投标人应该提供BEST考评系统的应用录频和知识

产权证书复印件，并承诺能提供原件备查。

5.真实展示 BJEV 动力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BMS）

的组成结构和工作过程；

6.实训台面板上有亚克力板彩色喷绘电路图，学

员可直观对照面板资料和动力电池的实物，认识

和分析动力电池的器件和原理；

7.控制台对 BJEV 动力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BMS）

部件进行解剖部件，能清晰看清电池单体、电池

组、控制继电器、熔断器、分流器、电流监测器、

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连接器端子等电子器

件；

8.系统是新能源汽车专业理实一体化课程系统的

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有与之配套的规划教材（含

学习材料和实训工单），课程平台、三维教学软

件，可以现场展示。

★9.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盖

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93

充电管理

系统诊断

实训台充

电机模块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本系统组成：交流充电桩（仿真模拟低压）、

直流充电桩（仿真模拟低压）、快充接口、慢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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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输出电路控制安全模块、电量计费模块、

车辆充电管理模块、CANBUS 通讯模块、教学训练

面板、操作控制台、7吋高清显示屏及教学实训考

评控制系统软件组成。

4．本系统展示车辆非车载充电系统的组成结构和

工作过程；

5．本系统含交流充电和直流充电桩的功能模块，

模拟交流、直流充电桩的充电功能，与“车辆充

电系统功能模拟实训教学平台系统”组合使用，

可以训练非车载充电故障的实训课程及车辆充电

的各类故障。

6．本系统面板上绘有彩色喷绘电路图，喷绘图上

有对应电路的检测端子；

7.本系统能模拟车载充电机与交流充电桩、能模

拟动力电池包BMS系统与直流充电桩的CANBUS通

讯建立连接；建立交流和直流充电的所以通讯、

决策流程；

8.本系统使用的快充接口、慢充接口都符合国家

相关的充电标准；

9.本系统的计费模式有 IC 卡计费和网络计费模

式；充电过程控制有，充满为止、按金额充电、

按时间充电等模式。

10.本系统输出电压低于 36 伏安全电压，适用于

应用本科、职业技术院校和培训机构的实训教学

需要。需提供实物的彩色高清照片，教学实训视

频现场备查。

11. 本系统显示部分采用 7 吋高清触摸屏，人机

菜单界面清晰，方便实用。

★12.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

盖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94

充电管理

系统诊断

实训台诊

断模块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系统是展示新能源电动汽车车载充机及其相关

部件和训练操作交流、直流充电的教学应用平台。

产品为整体组装结构，由台架主体、控制系统、

教学模块及系统软件等四大部分组成，包括仪表

总成、车载充电机（仿真模拟）、高压控制盒（仿

真模拟）、快充接口、慢充接口、展示和操作控

制台、训练用充电桩（快充慢充）、展示面板等

部件。适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技术的教学和培训

需要。

4.系统展示了电动汽车仪表总成部件、快充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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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充接口原车配件实物。在实物的基础上，教学

平台系统仿真模拟了交、直流充电的充电过程，

可以进行交、直流电的仿真充电实训；通过仿真

车辆充电系统各相关部件的故障的情景，再现故

障的状况，学员通过万用表、示波器等检测工具

进行检测、诊断和排除。

5.系统能展示车辆充电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工作过

程，实训台面板上有亚克力板彩色喷绘电路图，

学员可直观对照面板资料和实物，认知车载充电

系统的部件和原理；

6.展示台安装有仪表总成、车载充电机(仿真模

拟)、高压控制盒(仿真模拟)、快充线束电缆、慢

充线束电缆、快充接口、慢充接口；

7.操作控制台能控制模拟车载充电机、CAN 线、高

压控制盒、快充线束电缆、慢充线束电缆、快充

接口、慢充接口的线路和本部件的故障；

8.能与充电桩功能模拟实训互动教学平台系统对

接；实现快充和慢充实训，电压为安全电压；可

建立学员充电操作的标准流程，杜绝安全事故发

生。

★8.实训系统能控制仪表总成的显示信息，可以

控制显示如车速、电流、电压、电机转速、续航

里程、电池包 SCO 值、输出 POWER、室外温度；

9.系统有自检功能；能快速检测模块硬件和软件

的运行情况。

10.系统采用能够确保产品性能和质量的生产工

艺：

10.1．打磨工艺：表面光滑；台架任何地方均平

滑无缝。

10.2．用线工艺：按照标准色进行布线；检测面

板与故障开关的线色要求为：端子色采用 0.5 平

方的蓝色线，信号线采用 0.5 平方的绿色线，充

电线采用 4 平方的白色线，电源线采用 8 平方的

红色线。

10.3．台架采用 50X50X3mm 国标优质钢管无缝焊

接成型，表面经国际标准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抛

丸硬化、除锈、酸洗、硫化后经高温喷塑处理，

确保证永不褪色。

10.4．底部带有自锁万向脚轮装置，可移动式，

方便教学。

配套课程：

★11.要求投标人于开标当日演示本系统的仪表

总成核心部件的实训软件设置模块，设置模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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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如下教学功能：

1）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电机转速, 可以设定在1000转/分钟、2500

转/分钟、4000 转/分钟、5500 转/分钟。

2）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续航里程,可以设定在 50KM、80KM、100KM、

120KM。

3）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 SCO, 可以设定在 25%、40%、60%、80%。

4）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车外温度，可以设定在-5C°、5C°、10C°、

20C°。

5）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动力电池电压，可以设定在 285 伏、300 伏、

310 伏、315 伏。

6）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 POWER,可以设定在 20%、40%、60%、80%。

★12.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

盖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95

电动汽车

充电系统

检测与维

修交互学

习系统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研发单位在汽车教学软件领域具备强大的研发

能力，在近三年内有至少十项汽车教学领域的软

件自主知识产权。

3.系统提供完整的课程整体框架，并配套多种类

型的课程资源。教师可在课程基础上进行课程内

容调整，帮助教师完成个性化、多元化的教学方

式。学生可进行自主学习，了解自身学习进度，

评测学习内容。

★4．系统提供以下基本功能：课程信息、课程教

学、课程编辑、课程资源、试题管理、班级管理、

备课管理等；（现场演示）

4.1“课程信息”包含课程简介、课程标准、教学

指导、考核评价等；

4.2 在教师端的“试题管理”的部分，教师可以进

行考试建立，添加试题，指定参加考试人员。学

生能否进入考试是由教师设定的，学生在学生端

的“试题管理”的部分回答的题目，都能完整记

录，由系统完成自动打分，教师端可以查看学生

参加考试的答题情况，能查看某学生每个题目的

回答情况

★5.本系统包含完整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

内容，包含充电系统基础实训、充电系统关键部

件拆装、电动汽车慢充系统故障检修、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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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充系统故障检修、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综合故障

检修；

★5.1 充电系统基础实训涵盖充电操作流程实训、

充电系统结构识别实训、检测工具使用实训、高

压安全防护实训等内容；

★5.2 充电系统关键部件拆装包含高压控制盒拆

装实训、车载充电机拆装实训、DC-DC 变换器拆装

实训

★5.3 电动汽车慢充系统故障检修不少于九大任

务故障、电动汽车快充系统故障检修不少于两大

任务故障、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综合故障检修五大

任务故障；

6.要求至少涵盖新能源汽车1-2个车型技术标准。

7.教学设计：应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重难

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过程，为

教师教学提供参考。

8.知识试题每个专题根据知识点必须配置客观习

题，内容覆盖所有知识点，题型包括判断题和选

择题。

★9.动画资源：知识表现丰富，交互设计符合课

堂教学设计需求，交互功能设计及色彩搭配合理，

知识表现准确无误，操作简单实用，便于理解，

动画资源应至少涵盖人体通过电流的危险等级、

高压控制盒互锁线路、快充继电器技术参数、电

动车快充、慢充能量流动等内容。（现场演示）

★10.视频资源：包含授课视频、说课视频、标准

示范视频，采用高清分辨率，且标准示范视频并

配有字幕解说，对重点知识有说明性的文字，所

讲解的知识内容，完整、清晰、无错误，视频内

容涉及部件结构、原理、检测方法等内容时，逻

辑清晰、符合教学要求。视频资源应至少涵盖纯

电动汽车充电作业注意事项、充电动汽车家用慢

充作业流程、车载充电机工作原理、桥式整流电

路、慢充充电参数均为零但整车上电正常故障排

查、慢充充电 SOC 异常显示为零故障排查、慢充

充电无电压无电流诊断排查、快充桩与车辆无法

通讯故障排查等内容。

★11.实训工单：包含充电动汽车充电操作流程、

纯电动汽车充电系统结构识别、电动汽车检测工

具使用实训、新能源 BDS 诊断仪使用、纯电动汽

车高压安全防护、高野控制盒拆装等不少于 20 项

内容的实训工单；（现场演示）

★12.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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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96

电机控制

系统诊断

实训台电

机模块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根据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工作原理，纯电动汽车

电机实物及控制系统实物制作而成，能对电机各

功况进行真实模拟。

4.结构组成：

采用 EV150 电动汽车的永磁同步驱动电机，电机

控制器，高压控制盒，单速变速箱，换档杆，仪

表总成，加速踏板，水箱，水管，水泵，冷却风

扇，补水壶，风扇支架，整车控制器及相关线束

等组成。

5．技术参数：

5.1 控制器参数

5.1.1 直流输入电压：336VDC

5.1.2 工作电压范围：252-403VDC

5.1.3 控制电源：12V

5.2 电机参数：

5.2.1 电机类型：永磁同步电机

5.2.2 基速：3000rpm

5.2.3 最高转速：9000rpm

5.2.4 额定功率：20KW

5.2.5 峰值功率：45KW

5.2.6 峰值扭矩：144Nm

6.外形尺寸：1500*1500*800mm

97

电机控制

系统诊断

实训台诊

断模块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3.本平台是永磁同步驱动电机运行及其相关动力

总成部件的教学和实训平台，用低压电机模拟新

能源汽车永磁同步驱动电机的运行状况，在以低

电压教学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学员提供动力总成

的教学和实训条件。

4.本平台为整体组装结构，由台架主体、永磁同

步驱动电机、教学模块及系统软件等四大部分组

成。系统包括永磁同步驱动电机、加速踏板、制

动踏板、钥匙开关、档位控制开关、故障设置控

制模块、操作控制台、检测面板、多媒体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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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5.本平台可与动力电池系统功能模拟实训互动教

学平台系统和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控制器结构模拟

展示互动教学平台系统组成运行系统。

6.真实展示永磁同步驱动电机动力总成的组成结

构和工作过程，实训台面板上有彩色喷绘亚克力

板电路图，学员可直观对照面板资料和永磁同步

驱动电机的实物，认知永磁同步驱动电机的工作

原理；

7.产品骨架应该足够安全采用不小于 40X40mm 的

角钢无缝焊接而成的骨架，下方带锁止防滑轮

98

电动汽车

电机及控

制系统的

检测与维

修交互学

习系统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本产品的主要教学内容以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

的纯电动汽车车型为案例。

1.本系统采用 BJEV 电动汽车的部件研制，产品为

整体组装结构，由台架主体、动力总成模块、教

学模块及系统软件等四大部分组成。包括动力电

机、电机驱动器、高压控制盒、慢充系统、仪表

系统、驱动减速器总成、档位控制器、冷却水循

环散热系统组成。适用于新能源技术的教学和培

训需要。产品骨架应该足够安全采用不小于

40X40mm 的角钢无缝焊接而成的骨架，下方带锁止

防滑轮。

2.本系统真实展示北汽新能源电动汽车动力总

成、减速器总成的工作原理，可用于电动汽车动

力总成的结构原理和养护、检测及维修的教学，

可以与BJEV动力电池结构展示教学平台系统组合

运行。

3.本系统拥有模拟负载，可以保护电机安全，模

拟动力输出和能量回收，呈现新能源电动汽车驱

动电机、驱动减速器、冷却系统的保养和维护场

景，满足的实训需要。

4.制台安装有整套动力总成的实物；部件按照北

汽新能源电动汽车位置对应布置；能再现动力总

成的保养和维修场景；

5.控制台安装有整套冷却系统的实物；部件按照

北汽新能源电动汽车位置对应布置；能再现冷却

系统保养和维修的场景；

6.实训台面板上安装故障设置考核模块，能设置

冷却系统的电路线路故障，能再现冷却系统故障

时检测诊断维理检验的场景，建立对应的课程训

练项目。

7.备配套的 BEST 教学实训考评控制系统软件，投



74

标文件中包括版权证书复印件，并提供原件现场

备查，功能包括：用户管理、实训情境仿真、课

程支持和考试管理四大模块：

8.为了确保售后服务，投标单位应承诺进行 BECC

师资培训并提供曾经成功进行BECC师资培训的证

明。

★9.投标人须于招标现场提供动力总成教学实训

平台系统的核心部件（仪表总成）的实训软件的

设置模块，演示设置模块符合如下教学功能：（演

示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1）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

总成显示电机转速,可以设定在 1000 转/分钟、

2500 转/分钟、4000 转/分钟、5500 转/分钟。

★2）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

总成显示续航里程,可以设定在 50KM、80KM、

100KM、120KM。

★3）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

总成显示 SCO,可以设定在 25%、40%、60%、80%。

★4）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

总成显示车外温度，可以设定在-5C°、5C°、

10C°、20C°。

5）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动力电池电压，可以设定在 285 伏、300 伏、

310 伏、315 伏。

6）通过软件驱动原厂汽车仪表总成, 汽车仪表总

成显示 POWER,可以设定在 20%、40%、60%、80%。

★10.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

盖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99

电动汽车

辅助系统

的检测与

维修交互

学习系统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研发单位在汽车教学软件领域具备强大的研发

能力，在近三年内有至少十项汽车教学领域的软

件自主知识产权。

3.系统提供完整的课程整体框架，并配套多种类

型的课程资源。教师可在课程基础上进行课程内

容调整，帮助教师完成个性化、多元化的教学方

式。学生可进行自主学习，了解自身学习进度，

评测学习内容。

★4．系统提供以下基本功能：课程信息、课程教

学、课程编辑、课程资源、试题管理、班级管理、

备课管理等；（现场演示）

4.1“课程信息”包含课程简介、课程标准、教学

指导、考核评价等；

4.2 在教师端的“试题管理”的部分，教师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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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考试建立，添加试题，指定参加考试人员。学

生能否进入考试是由教师设定的，学生在学生端

的“试题管理”的部分回答的题目，都能完整记

录，由系统完成自动打分，教师端可以查看学生

参加考试的答题情况，能查看某学生每个题目的

回答情况

5．系统提供以下基本功能：课程信息、课程学习、

课程教学、课程资源、个人中心等功能。

6.课程编辑功能要求具备：目录编辑、属性编辑、

课程复制、课程删除等功能；可对课程内容中的

课件、学习材料、教学设计等进行预览、删除和

替换；可对“任务节点”重命名；可对文档、图

片、视频、播放动画、交互动画、投票、练习等

内容进行管理。

★7.本系统包含完整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

内容，包含电动汽车转向系统、电动汽车制动、

电动汽车空调系统、电动汽车辅助动力源、换挡

旋钮及能量回收系统、数据采集终端系统等内容；

（现场演示）

★7.1 电动汽车转向系统涵盖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信号检测、转向无助力故障诊断及排除、车辆跑

偏故障诊断及排除等内容；

★7.2 电动汽车制动涵盖电动真空泵系统部件拆

装、制动助力时有时无故障诊断及排除、无制动

助力故障诊断及排除、制动防抱死系统部件拆装、

仪表报 ABS 故障诊断及排除等内容；

★7.3 电动汽车空调系统涵盖电动空调系统部件

拆装、空调不制冷故障诊断及排除、空调不制热

故障诊断及排除、空调出风模式及风量调节异常

等内容；

★7.4 电动汽车辅助动力源涵盖低压蓄电池检查、

DC/DC 控制电路排查等内容；

★7.5 换挡旋钮及能量回收系统和数据采集终端

系统涵盖车辆能量回收强度无法调节故障、数据

采集终端无数据记录故障诊断及排除等内容。

8.要求至少涵盖新能源汽车1-2个车型技术标准。

9.教学设计：应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重难

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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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提供参考。

★10.动画资源：知识表现丰富，交互设计符合课

堂教学设计需求，交互功能设计及色彩搭配合理，

知识表现准确无误，操作简单实用，便于理解。

动画资源应至少涵盖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盘式制

动器结构原理、电磁式轮速传感器、ABS 的工作原

理、可变容积式液压调节器的工作原理、汽车空

调温度传感器设置、车载总线技术等内容。

★11.视频资源：提供视频资源，所讲解的知识内

容，完整、清晰、无错误，视频内容涉及部件结

构、原理、检测方法等内容时，逻辑清晰、符合

教学要求，视频资源应至少涵盖电动助力转向系

统结构组成、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工作原理、扭矩

传感器结构及工作原理、转向无助力故障诊断及

排除、动真空助力制动系统结构组成、制动助力

时有时无故障诊断及排除、防抱死制动系统结构

组成、仪表报 ABS 故障诊断及排除、电动空调系

统结构组成、旋转叶片式压缩机结构组成与工作

原理、空调不制冷故障诊断及排除、空调不制热

故障诊断及排除、能量回收控制方式介绍、电动

汽车能量回收原理、数据采集终端无数据记录故

障诊断与排除等内容。

★12.任务工单涵盖助力转向系统信号检测、转向

无助力故障诊断及排除、车辆跑偏故障诊断及排

除、动真空泵系统部件拆装、制动助力时有时无

故障诊断及排除、无制动助力故障诊断及排除等

不少于 15 个内容的实训工单；（现场演示）

★13.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

盖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100

汽车电工

电子实训

平台（含

软件）

套 4

1.本平台适用于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教学和实训所

需，能配合新能源汽车课程，帮助学员完成新能

源汽车电子技术基础的学习并掌握基本技能。

2.平台教学内容包括：电子元器件的识别、电工

工具的运用、熟练认识汽车电路图、掌握继电器、

直流、交流电机、磁路、变压器等汽车电工技术；

训练二极管、晶体三极管、半导体、集成运算放

大器 ACDC、DCDC、DCAC 等汽车模拟电子基础和汽

车数字电路技术基础，并可结合新能源汽车上的

传感器和执行器学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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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能输出怠速电机驱动信号、4种 CAN 通讯信

号(500K 波特率/11 位 ID,250K 波特率 11 位

ID,500K 波特率/29 位 ID,250K 波特率 29 位 ID)、

KWP 通讯信号、ISO9141-2 通讯信号及正弦波、方

波信号等汽车通讯和控制命令的信号；A6000 平台

自带电信号的检测工具如：电压表、电流表、示

波表和电源等工具，设计合理，使用方便。

★4.整个平台功能由新能源汽车电工和电子两个

部分组成，电工部分 23 个模块，电子部分 25 个

模块，共 48 个模块。

5.每个实验模块自带汽车专业用电源，可以输出

12 伏、5伏，电流最大为 5A 的直流电源；每个实

验模块可独立完成各自的实验项目，也可组合运

行。

6.每个实验模块内含专用 LCD 数字电压（量

程:0-20V）、电流表（量程:0-20A），方便实训

中接入电路；使学员容易了解电子元器件和各种

电路，显示清晰。

★7.每个实验模块都可与汽车专用双通道示波表

(DC 至 500KHZ)对接，方便实训中接入电路，方便

调整参数，并有存储回放功能，方便教学和考试。

8.实验模块用 ARM 32 位芯片组生产输出怠速电机

驱动信号、4种 CAN 通讯信号(500K 波特率/11 位

ID,250K 波特率 11 位 ID,500K 波特率 /29 位

ID,250K 波特率 29 位 ID)、 KWP 通讯信号、

ISO9141-2 通讯信号及正弦波、方波（输出信号振

幅、频率、占空比可以设置），并存有汽车电工

电子基础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和实训任务。显示器

为高清 TFT RGB 4.3 吋 480 x 272 LCD 屏。

9.平台可仿真实现汽车电器相关系统的工作原

理，学员可按实训手册自己动手搭试各实验电路

各自完成系统化项目；

10.按照汽车电路图完成汽车的基础电路；学习汽

车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电子特性。

★11.提供制造厂家针对此项目授权书原件和加

盖厂家公章技术参数证明文件。

101

新能源汽

车认知交

互学习系

统

套 1

1.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2.研发单位在汽车教学软件领域具备强大的研发

能力，在近三年内有至少十项汽车教学领域的软

件自主知识产权。

★3.系统从新能源汽车概述、纯电动汽车、新能

源汽车驱动电机系统、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混

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新能源汽车驾驶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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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七大方面普及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认知内容。（现

场演示）

1）新能源汽车概述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史及现

状进行分析，并给出了新能源汽车的定义以及分

类。

2）从纯电动车的概述、纯电动车能量源、电动汽

车基础设施对纯电动汽车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同

时给出了多品牌纯电动汽车车型的分析讲解。

3）对混合动力汽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讲解，并给

出了多品牌混合动力汽车车型的分析介绍。

4）对燃料电动汽车的类型进行说明，并讲解了多

种燃料电池，同时对多品牌燃料电池汽车车型进

行了分析介绍。

5）对其他燃料汽车进行了基本知识介绍，包括：

燃气燃料汽车、生物燃料汽车、氢燃料汽车和太

阳能燃料汽车等。

★4. 系统除了讲解电动汽车的基本原理和常见

车型，还要介绍不少于五个类别新能源汽车的一

般认知，并包括至少三十种典型车款介绍。

5.在电动汽车里，至少介绍十种典型车款，并重

点介绍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纯电动汽车。

★6.系统内容包括教学资源、考核试题、实操视

频等。可辅助教师完成授课及考核工作。

7. 在电动汽车里，至少介绍十种典型车款，并重

点介绍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纯电动汽车。

8.提供了用户管理、试题管理、考试管理、查看

学生考核成绩等功能。

9.试题管理中，可以根据知识点、分值、难度等

指标对题目进行分类和选择，其试题的知识点也

可以由用户进行自定义。

10.表现形式包括知识文本、结构原理图片、情境

动画、原理结构动画、车型介绍动画、互动游戏、

实拍视频等。

11. 在教师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教师可以

进行考试建立，添加试题，指定参加考试人员。

学生能否进入 “知识考核”是由教师设定的。

12. 学生在学生端的“知识考核”的部分回答的

题目，都能完整记录，由系统完成自动打分。

13. 教师端可以查看学生参加考试的答题情况，

能查看某学生每个题目的回答情况。

四、商务及其他要求

1.付款方式：设备进场支付合同金额20%，供货完成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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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100%，同时履约保证金自动转化为

质保金。

2.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150 日历天内，质保期：验收合格后 1年。

3.验收标准：采购人严格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

收工作的通知》（川财采〔2009〕30 号）的要求组织验收。

供应商需提供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全新产品，且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

求。配置，参数、型号与合同进行核对结果一致；技术资料齐全；配套工具齐全；

按合同内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外观、技术指标以及其它约定的技术要

求进行现场验收。

4.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 服务要求

①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含培训)要求由中标人对采购人指定人员进行设备

的管理操作、工作原理、简易维修等内容进行培训（培训费用已包含在本次投标

报价中），要求学员学成后能够对相关设备进行相应的操作和简易维修。（现场

培训或者异地培训用户任选其一，若异地培训，发生的所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②售后服务的要求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问题，中标人应提供免费技术咨询。

③质量保证期

系统整体质保期至少 1年（全部货物安装、调试、试运行完成，验收合格签字

之日起计，至少为 12 个月），质保期内全免费维修或更换，质保期后维修，只

收取材料成本费。

④响应时间

为系统整体提供 365*7*24 小时的技术支持电话，所供产品在使用中出现的

问题，在 2个小时内提出处理方案，在 24 个小时内到现场解决排除，在 24 小时

内若无法排除故障，应提供临时替代产品。

第七章 评标办法

1. 总则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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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制度，结合采购项

目特点制定本评标办法。

1.2 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

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文件是否按照

规定要求提供资格性证明材料、是否按照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以确定投标供应

商是否具备投标资格。

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的，不得评标。

评标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评标事务由采购代理机构依法组建

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法律等方面的

专家组成。

1.3 评标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及择优的原则，并以相同的评标程序

和标准对待所有的投标人。

1.4 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评标，并独立履行

下列职责：

（一）熟悉和理解招标文件；

（二）审查供应商（已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文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并作出评价；

（三）根据需要要求招标采购单位对招标文件作出解释；根据需要要求供应

商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更正；

（四）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或者受采购人委托确定中标供应商；

（五）起草评标报告并进行签署；

（六）向招标采购单位、财政部门或者其他监督部门报告非法干预评标工作

的行为；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1.5 评标过程独立、保密。投标人非法干预评标过程的行为将导致其投标文

件作为无效处理。

1.6 评标委员会评价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对于投标人而言，除评标委员会要

求其澄清、说明或者更正而提供的资料外，仅依据投标文件本身的内容，不寻求

其他外部证据。

2、 评标方法

2.1 本项目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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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标程序

3.1 熟悉和理解招标文件和停止评标。

3.1.1 评标委员会正式评标前，应当对招标文件进行熟悉和理解，内容主要

包括招标文件中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和商务要求、评标方

法和标准以及可能涉及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内容等。

3.1.2 评标委员会熟悉和理解招标文件以及评标过程中，发现本招标文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停止评标：

（1）招标文件的规定存在歧义、重大缺陷的；

（2）招标文件明显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3）采购项目属于国家规定的优先、强制采购范围，但是招标文件未依法

体现优先、强制采购相关规定的；

（4）采购项目属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范围，但是招标文件未依

法体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规定的；

（5）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是综合评分法、最低评标价法之外的评标方

法，或者虽然名称为综合评分法、最低评标价法，但实际上不符合国家规定；

（6）招标文件将投标人的资格条件列为评分因素的；

（7）招标文件有违反国家其他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3.1.3 出现本条 3.1.2 规定应当停止评标情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向招

标采购单位书面说明情况。除本条规定和评标委员会无法依法组建的情形外，评

标委员会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停止评标。

3.2 符合性检查。

3.2.1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对符合资格的投标文件进

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本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本项目符合性审查事项仅

限于本招标文件的明确规定。投标文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必须以

本招标文件的明确规定作为依据，否则，不能对投标文件作为无效处理，评标委

员会不得臆测符合性审查事项。

3.2.2 投标文件（包括单独递交的开标一览表）有下列情形的，本项目不作

为实质性要求进行规定，即不作为符合性审查事项，不得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一）正副本数量齐全；

（二）存在个别地方（不超过 2个）没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但

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的私人印章或者有效授权代理人签字的；

（三）除招标文件明确要求加盖单位(法人)公章的以外，其他地方以相关专

用章加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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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骑缝章的形式代替投标文件内容逐页盖章的（但是骑缝章模糊不清，

印章名称无法辨认的除外）；

（五）其他不影响采购项目实质性要求的情形。

3.2.3 除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的情形外，本项目投标人或者其投标文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一）投标文件正副本数量不足的；

（二）投标文件组成明显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规定要求，影响评标委员会评判

的；

（三）投标文件的格式、语言、计量单位、报价货币、知识产权、投标有效

期等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规定，影响评标委员会评判的；

（四）投标报价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采购预算或限价或其他报价规定的；

（五）技术应答内容完全或者绝大部分复制招标文件规定要求，且无相关证

明材料的（主要适用于专用设备和电子信息化建设采购项目，政府采购工程、政

府采购协议供货或定点供应商采购、政府采购的货物属于规格标准统一或者订制

产品的除外）；

（六）商务、技术、服务应答内容没有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的；

（七）未载明或者载明的招标项目履约时间、方式、数量及其他政府采购合

同实质性内容与招标文件要求不一致，且招标采购单位无法接受的。

（八）没有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其他实质性要求或属于招标文件中投标无效

情形的。

3.3 比较与评价。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未作无效投标处

理的投标文件进行技术、服务、商务等方面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3.4 复核。评分汇总结束后，评标委员会应当进行复核，特别要对拟推荐为

中标候选供应商的、报价最低的、投标文件被认定为无效的进行重点复核。

3.5 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中标候选供应商应当排序。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

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

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报价

相同且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并列，由采购人自主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

选择中标供应商。采用综合评分法的，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

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

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

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排名并列的由采购人自主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择中

标供应商。

评标委员会可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数量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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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获得采购人书面同意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未获得

采购人的书面同意,评标委员会不得在招标文件规定之外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

否则，采购人可以不予认可。

3.6 出具评标报告。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后，应当向招标采购单

位出具评标报告。评标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公告刊登的媒体名称、开标日期和地点；

（二）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名单和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评标方法和标准；

（四）开标记录和评标情况及说明，包括无效投标人名单及原因；

（五）评标结果和中标候选供应商排序表；

（六）评标委员会授标建议；

（七）报价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对其报价的合理

性予以特别说明。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中签字确认，对评标过程和结果有不同意见

的，应当在评标报告中写明并说明理由。签字但未写明不同意见或者未说明理由

的，视同无意见。拒不签字又未另行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同同意评

标结果。

3.7 评标争议处理规则。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对于符合性审查、对供

应商投标文件做无效投标处理及其他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以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但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有不同意见

的评标委员会成员认为认定过程和结果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应

当及时向招标采购单位书面反映。招标采购单位收到书面反映后，应当书面报告

采购项目同级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3.8 供应商应当书面澄清、说明或者更正。

3.8.1 在评标过程中，供应商投标文件实质性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前提下，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

算错误的内容，应当以书面形式（须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要求供应商作

出必要的书面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并给予供应商必要的反馈时间。

3.8.2 供应商应当书面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并加盖公章或签字确认（供应

商为法人的，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供应商为

其他组织的，应当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

当由其本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否则无效。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影响投标

文件的效力，有效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材料，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8.3 评标委员会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招标文件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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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不得以此让供应商实质改变投标文件的内容，不得影响供应商公平竞争。本

项目下列内容不得澄清：

（一）按财政部规定应当在评标时不予承认的投标文件内容事项；

（二）投标文件中已经明确的内容事项；

3.8.4 本项目采购过程中，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

修正：

（一）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

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二）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三）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

并修改单价；

（四）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

本章 3.8.1-3.8.3 的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

无效。

注：评标委员会当积极履行澄清、说明或者更正的职责，不得滥用权力。

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应当要求澄清、说明或者更正的，不得未经澄清、说明或者

更正而直接作无效投标处理。

3.9 低于成本价投标处理。在评标过程中，投标人报价低于采购预算50%或

者低于其他有效投标人报价算术平均价40%，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

履约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成本构成书面说

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要

求，逐项就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主营业务成本（应根据供应商企业

类型予以区别）、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

详细陈述。

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签字确认或者加盖公章，否则无效。书面说明的签字确

认，供应商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供应

商为其他组织的，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供应商为自然人的，由

其本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

供应商提供书面说明后，评标委员会应当结合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专业实际

情况、供应商财务状况报告、与其他供应商比较情况等就供应商书面说明进行审

查评价。供应商拒绝或者变相拒绝提供有效书面说明或者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其报

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投标文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3.10招标采购单位现场复核评标结果。

3.10.1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评标委员会拟出具评标报告前，招标采购单位

应当组织2名以上的本单位工作人员，在采购现场监督人员的监督之下，依据有

关的法律制度和采购文件对评标结果进行复核，出具复核报告。除下列情形外，

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

（一）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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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三）客观评分不一致的；

（四）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存在本条上述规定情形的，由评标委员会自主决定是否采纳招标采购单位的

书面建议，并承担独立评审责任。评标委员会采纳招标采购单位书面建议的，应

当按照规定现场修改评标结果或者重新评审，并在评标报告中详细记载有关事

宜；不采纳招标采购单位书面建议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招标采购单位书面建

议未被评标委员会采纳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要求继续组织实施采购活动，不得

擅自中止采购活动。招标采购单位认为评标委员会评标结果不合法的，应当书面

报告采购项目同级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3.10.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修改评标结果或者重新评审：

（一）招标采购单位现场复核时，复核工作人员数量不足的；

（二）招标采购单位现场复核时，没有采购监督人员现场监督的；

（三）招标采购单位现场复核内容超出规定范围的；

（四）招标采购单位未提供书面建议的。

4. 评标细则及标准

4.1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分因素详见综合评分明细表。

4.2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根据自身专业情况对每个有效投标供应商的投标

文件进行独立评分，加权汇总每项评分因素的得分，得出每个有效投标供应商的

总分。技术类评分因素由技术方面评标委员会成员独立评分。经济类评分因素由

经济方面评标委员会成员独立评分。政策合同类的评分因素由法律方面评标委员

会成员独立评分。采购人代表原则上对技术类评分因素独立评分。价格和其他不

能明确区分的评分因素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共同评分。

4.3 综合评分明细表

4.3.1 综合评分明细表的制定以科学合理、降低评委会自由裁量权为原则。

4.3.2 综合评分明细表按须知表中的相关要求进行价格调整，再参与价格分

评审。

4.3.3 综合评分明细表（第 1包）

序号
评分因素及

评分标准 说明
权重分值

1
投 标 报 价

（30 分）

经评审有效的本次最低有效报价为基准价，基

准价为 30 分。其他报价得分统一按下列公式

计算：报价得分=（基准价/最终报价）×30

价格扣除或报价加

成见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第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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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指标和

配 置 （ 45

分）

1、依据各投标人技术、功能等响应情况进

行评分，全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 40 分。

2、带有★号技术指标有负偏离或者不满足

每项扣 4 分，不带★号技术指 标有负偏离

或者不满足每项扣 2分，扣完为止。

3、有★号技术指标有正偏离每项加 1 分，

不带★号技术指标有正偏离每项加 0.5 分，

最高加 5分。

打“★”号(如有)

的为本次招标项目

的重要性条款，须

提供能满足指标、

参数要求的证明材

料。

3
项目实施方

案（12 分）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实施

专项方案，包含但不限于项目供货计划合理、

措施得当，货物运输计划与保障、质量管理

体系与措施、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环境保

护管理体系与措施、配合安装、调试、试运

行技术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审，根据其方案的

科学性、合理性进行打分，完全满足以上要

求并切实可行的得6分,每增加一项切实可行

的施工方案的得 1分，最多加 6分，本项满

分 12 分；提供方案少于 3项或超过 2项方案

不完善、操作性低的该项不得分。

须尽可能提供详

尽、完善的项目实

施方案与项目进度

计划和措施

4
售 后 服 务

（6分）

针对投标人提供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审。主要

从安装服务、设备的调试、系统运行期的维护、

安全策略维护、硬件升级、软件版本升级、设

备保修、紧急响应服务、远程维护、设备保修

期后维修、技术文件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完

全满足以上要求并切实可行的得 3分；每增加

一项切实可行的售后服务方案的得 1分，最多

加 3分，本项满分 6分；提供方案少于 3项或

超过 2项方案不完善、操作性低的该项不得

分。

须尽可能提供详

尽、完善的售后服

务方案

5 资信（4分）

1、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商获得 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得 1分。

2、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商获得 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得 1分。

3、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商获得 OHSAS18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的得 1分。

4、投标人 2017 年以来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得 1分。

提供证书复印件并

盖投标人公章

6
节能环保（2

分）

1、每有一项产品为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以

最新颁布的一期）中的产品的，得 0.5 分；每

注：以中国政府采

购网最新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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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产品为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

（以最新颁布的一期）中的产品的，得 0.5 分；

（本项最多累计得 2分，提供节能清单加盖投

标人鲜章）。（注：强制性节能产品除外）

的清单为准，需复

印或打印清单封

面、目录及产品在

清单中的对应页并

附在响应文件中。

7

投标文件的

规范性（1

分）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细微偏差扣 0.5 分，本项分值扣完

为止。

4.3.4 本次综合评分法由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独立对通过初审（资格检查和符

合性检查）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打分，

评标得分＝（A1＋A2＋……＋An）/NA＋（B1＋B2＋……＋Bn）/ NB＋（C1

＋C2＋……＋Cn）/ NC＋（D1＋D2＋……＋Dn）/ ND

A1、A2……An分别为每个经济类评委（经济类专家）的打分，NA为经济类评

委（经济类专家）人数；B1、B2＋……Bn 分别为每个技术类评委（技术类专

家和采购人代表）的打分，NB为技术类评委（技术类专家和采购人代表）人数；

C1、C2……Cn 分别为每个政策合同类评委（法律类专家）的打分，NC为政策

合同类评委（法律类专家）人数；D1、D2……Dn 分别为评审委员会每个成员

的打分（共同评分类），ND为评标委员会人数。

5、 废 标

5.1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

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废标后，采购代理机构应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公告，并公告废标的情形。投

标人需要知晓导致废标情形的具体原因和理由的，可以通过书面形式询问招标采

购单位。

5.2 对于评标过程中废标的采购项目，评标委员会应当对招标文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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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性和歧视性、是否存在不合理条款进行论证，并出具书面论证意见。

6、定标

6.1. 定标原则：本项目根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名单，按顺

序确定中标供应商。

6.2. 定标程序

6.2.1 评标委员会将评标情况写出书面报告，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

6.2.2 采购代理机构在评标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采购人。

6.2.3 采购人在收到评标报告后 5个工作日内，按照评标报告中推荐的中标

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

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

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报价相同且满足招标文件全

部实质性要求的并列，由采购人自主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择中标供应商。采用

综合评分法的，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

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

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

人。排名并列的由采购人自主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择中标供应商。

注意，采购人按照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不能认为

采购人只能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供应商为中标供应商，采购人有正当理由的，可

以确定后一顺序中标候选供应商为中标供应商，依次类推。

6.2.4 根据采购人确定的中标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发

布中标公告，并自采购人确定中标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供应商发出中标通

知书。

6.2.5 招标采购单位不退回投标人投标文件和其他投标资料。

7. 评标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

（一）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二）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

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三）不得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商业秘密；

（四）及时向监督部门报告评审过程中采购组织单位向评审专家做倾向性、

误导性的解释或者说明，供应商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受到的非法干预

情况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发现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存在歧义、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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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时，停止评审并向采购组织单位书面说明情况；

（六）配合答复处理供应商的询问、质疑和投诉等事项；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8.评标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遵守以下工作纪律：

（一）遵行《政府采购法》第十二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及财

政部关于回避的规定。

（二）评标前，应当将通讯工具或者相关电子设备交由招标采购单位统一保

管。

（三）评标过程中，不得与外界联系，因发生不可预见情况，确实需要与外

界联系的，应当在监督人员监督之下办理。

（四）评标过程中，不得干预或者影响正常评标工作，不得发表倾向性、引

导性意见，不得修改或细化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程序、评标方法、评标因素和评

标标准，不得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和解释，不得征询采购人代表的意见，

不得协商评分，不得违反规定的评标格式评分和撰写评标意见，不得拒绝对自己

的评标意见签字确认。

（五）在评标过程中和评标结束后，不得记录、复制或带走任何评标资料，

除因规定的义务外，不得向外界透露评标内容。

（六）服从评标现场招标采购单位的现场秩序管理，接受评标现场监督人员

的合法监督。

（七）遵守有关廉洁自律规定，不得私下接触供应商，不得收受供应商及有

关业务单位和个人的财物或好处，不得接受采购组织单位的请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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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府采购合同（样例）

合同编号：XXXX。

签订地点：XXXX。

签订时间：XXXX 年 XX 月 XX 日。

采购人（甲方）：

供应商（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 XXXX

采购项目（项目编号：XX）的《招标文件》、乙方的《投标文件》及《中标通知

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详细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

息由合同附件予以说明，合同附件及本项目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

书》等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一、合同货物

货物品名
规格

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总价

（万元）

随机

配件
交货期

二、合同总价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即 RMB￥ 元；该合

同总价已包括货物设计、材料、制造、包装、运输、安装、调试、检测、验收合

格交付使用之前及保修期内保修服务与备用物件等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

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不变，甲方无须另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

其他任何费用。

三、质量要求

1、乙方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

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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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 标准，以及本项目招标文

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3、乙方须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送交货物成品样品给甲方确认，在甲

方出具样品确认书并封存成品样品外观尺寸后，乙方才能按样生产，并以此样品

作为验收样品；每台货物上均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4、货物制造质量出现问题，乙方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

由乙方负担，甲方有权到乙方生产场地检查货物质量和生产进度。

5、货到现场后由于甲方保管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乙方亦应负责修理，但

费用由甲方负担。

四、交货及验收

1、乙方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后的 XX 日内，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XX

天内交货到甲方指定地点，随即在 XX 日内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并且最迟应在XX年XX月XX日前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如由于采

购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验收的，时间顺延)。交货验收时须提供产品质

检部门从同类产品中抽样检查合格的检测报告。

2、验收由甲方组织，乙方配合进行：

(1) 货物在乙方通知安装调试完毕后 日内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后，

进入 试用期；试用期间发生重大质量问题，修复后试用相应顺延；试用期结

束后 日内完成最终验收；

(2) 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甲方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

乙方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甲乙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甲方在招标与投标文件中按质量

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 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标准及本

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甲乙双方签署备忘录，此

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

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4) 如质量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报告。

3、货物安装完成后 日内，甲方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货物的，

视同已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

4、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配件、随机工具、用户使用手册、原

厂保修卡等资料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

的，必须负责补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

5、如货物经乙方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甲方有权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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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物而须支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甲方还可依法追究乙方的

违约责任。

6、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

理办法》（川财采〔2015〕32 号）的要求进行。

五、付款方式

（一）适用于无预付款采购项目

1、全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之日起，甲方接到乙方通知与票据凭

证资料以后的 日内，按照财政性资金支付有关规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

￥ 元，人民币大写 元整；

2、履约保证金退还：在货物验收合格满 后，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和支付

凭证资料文件，以及由甲方确认本合同货物质量与服务等约定事项已经履行完毕

的正式书面文件后的 日内，递交结算凭证资料给银行并由其向乙方支付价

款￥ 元， 人民币大写： 元整；乙方履约不合格的，履约

保证金不予退还。

3、乙方须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二）适用于有预付款采购项目（预付款建议不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30%）

1、甲方在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接到乙方通知和票据凭证资料以及乙方交

给甲方的合同履约保证金（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计算款额￥ 元，

人民币大写： 元整）后的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百分之 的价款；

2、全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之日起，甲方接到乙方通知与票据凭

证资料以后的 日内，提交支付凭证资料给 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

办理财政国库支付手续，并由其向乙方核拨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款项：

￥ 元，人民币大写 元整；

3、履约保证金退还：在货物验收合格满 后，甲方接到乙方通知和支付

凭证资料文件，以及由甲方确认本合同货物质量与服务等约定事项已经履行完毕

的正式书面文件后的 日内，递交结算凭证资料给银行并由其向乙方支付价

款￥ 元， 人民币大写： 元整；乙方履约不合格的，履约

保证金不予退还。

4、乙方须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六、售后服务

1、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 XX 年，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通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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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响应到场， 小时内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如货物

经乙方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乙方未能按时交货，

甲方有权退货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货到现场后由于甲方保管不当造成的问

题，乙方亦应负责修复，但费用由甲方负担。

2、乙方须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七、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 的违约金；

（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

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天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失尚未弥补

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的百分之 的违约金，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

则，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

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

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XX 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款额向甲方偿付

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甲方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

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

违约，乙方须在 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

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应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

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

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

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

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甲方。

八、争议解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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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

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

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九、其他

1、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依法订立补充合同。

2、本合同一式六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三份，乙方、政府采购

管理部门、采购代理机构各一份。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签约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 签约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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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有关投标保证金收退的温馨提示

1.投标保证金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

交。投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无效。保证金提交以

到账时间为准。请各报名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缴纳投标保证金，避免因银行退

票等，出现保证金未按时到账等情况影响您的正常投标。

2.开标后，中标结果公告发布网站为：四川政府采购网

3.我司工作人员将在法定时间内通知中标的供应商领取中标通知书。中标人请在

确认中标服务费已到账后（财务部查询电话：028-86787271），携带单位介绍

信原件及领取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前往我司办理领取手续。

4.保证金退还程序：

未中标供应商：我司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供

应商的投标保证金，各供应商可自行查账，若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5个工

作日没有收到保证金的，可拨打（财务电话：028-86787271）查询。

中标供应商：我司将在收到中标供应商提供的①采购合同原件壹份、②合同生效

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为您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若提交资料后 5个工作日内未收

到保证金，可拨打（财务电话：028-86787271）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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