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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 标 书

致：XX市政府采购中心

根据贵方为 XX市XX计算机设备，政府采购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 (XXGP2011- 

00 )，法人代表  XX董事长 (全名、职务 )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方 _XXXX计算机公司

、XX市XXXX路XXX号__ (投标方名称、地址 )提交下述文件文本正本一份和副本四

份。

(1) 投标报价明细表

(2) 资格证明文件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所附“投标报价明细表”规定的应提供设备投标总价为 (注明币种 )，人民币

_XXX万元整 （大写）即 _XXXXXXX元_（小写）。

2．投标方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3．投标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 (如有的话 )以及全部参考资

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其投标自投标截止之日起有效期为 30天。

5．当招标方受理投标文件后 ,如果投标方撤回投标， 其投标保证金同意被贵方没

收。

6．投标方同意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7、我方同意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招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理解贵方最

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条件，并尊重评标委员会有选择或拒绝任何投标人中标的

可能。

电话： XXXX-XXXXXXX   传真： XXXXX-XXXXXXX 

投标名称： XXXX计算机有限公司

(公章 )   

全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2011年10月06日



二、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XX市政府采购中心：

关于贵方 2011年9月30日，XXGP2011-00投标邀请，本签字人 愿意

参加投标，提供招标文件第二部分招标项目中规定的项目， 并证实提交的下列文

件和说明是准确的和真实的。

1．我方公司简介。

我公司注册资金 1100万元，是方正电脑授权核心代理、 方正科技产品 XX授权

代理商、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单位，有实力开展网络工程、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

、多媒体教室等业务。

2．本签字人确认资格文件中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

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授权签署本资格文件人：

单位名称： XXXX计算机有限公司

地址： XX市XXXX路XXX号

代理人姓名、职务： XXX经理



三、投标报价汇总表

采购编号： XXGP2011-00 

投标人 XXXX计算机有限公司

明细报价汇总

（人民币：元）

大写 XXX万元整

小写 XXXXXX元

交货时间 2011年 10月 16日

交货地点 采购方指定地点

备 注

投标人

（法人公章）

法人代表：

2011年 10月 06日



四、投标报价明细表

投标单位名称： XXXX计算机有限公司

采购编号 : XXGP2011-00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名

称

品牌

型号
详细配置 数量 单价 总价

1 

计算

机

方正

君逸

M580

与标书要求一致
（详见下页表格） 800台 XXXX XXXXXX 

总

计
XXX万元整

XXXXXX

元

注：以上报价包括产品运输、安装调试、培训、各种税费等。



主要技术指标及配置 ：

部件 技术参数和规格
机型 商用计算机

CPU类型 酷睿双核 i3-2120 (i3 3.3G 3M 缓存 ,65W ,Intel HD 
Graphics 2000) 

主板 Intel H61 DDR3 
扩展槽 1个 PCI-E*16，2个 PCI，1个 PCI-E*1,1 个 COM 
内存 4G DDR3 1333M 台式机内存
显卡 集成显卡
USB接口 6个， 2 个接口前置，前置 USB2.0接口分离放置，互不干涉
标准声卡 集成 HD Audio，支持 5.1 声道
硬盘 500G台式机硬盘（ 7200RPM SATA III）
网卡 10/100/1000M 以太网卡
光驱 SATA DVDROM 16X 
显示器 19宽 LCD，获得 TCO 5.0认证、获得 EPEAT Gold认证
键盘鼠标  PS2防水抗菌键盘，提供抗菌检测报告键盘 光电鼠标
操作系统 WIN7 Home Basic中文版 带有原版防伪标签，带介质

服务

三年完全免费的原厂商售后服务：包括所有部件提供原厂商
备件、 24小时内原厂商售后服务工程师上门；
原厂商 7×10  4006000666 电话专线服务、 24×7 电邮服务
(三年全保，三年上门 ) 

整机认证
整机 3C认证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中国名牌产品认证、
整机防雷检测认证、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15万小时，国
家电子计算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提供的检验证书。

机箱 标准 MATX机箱
主机顶置开关

系统应用 系统快速备份与恢复，支持出厂与客户自定义备份



五、公 司 简 介

XXXX计算机有限公司是 XX市成立最早的电脑公司之一。注册资

金 1100万，位于 XX市 XXXX路 XXX号。自成立以来， XX计算机始终

以一流的产品， 一流的服务为自己发展的宗旨， 以业界第一作为自己

成长的目标，多年来，员工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售前、售中、售后一

条龙服务，综合多媒体教学、系统网络工程、监视监控系统、硬件维

修、软件开发，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发展为 XX市同行业的排头兵。

与本市包括教育、财税、证券、公交、公安、通信等行业形成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

凭借良好的工作业绩， 我公司已被多家企业作为在冀推广发展产

品的首选合作伙伴，已成为方正系列产品、 DELL服务器笔记本、 NEC

投影机、锐捷网络、神州数码系列网络产品等在 XX地区的核心代理，

以及方正公司在冀的一家授权维修机构。 拥有经过方正公司严格培训

的维修工程师队伍，已拥有 PC认证工程师、笔记本认证工程师。可

以为您所购买的产品设备提供强有力的售后保障，解除您的后顾之

忧。连续多年获得市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被省教育厅授予河北省中

小学电子教室 校园网建设资质单位。

XXXX计算机公司，始终以信誉第一，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为宗

旨，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在用户中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公司在用户服务中不断总结经验，建立了有关从方案设计到工程实

施、用户培训等系列机制。 公司全体员工珍惜客户给我们创造的每一



次机遇，真诚希望能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与您携手并进，共创明天。

六、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七、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八、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九、荣誉证书



十、方正电脑 3C认证

十一、方正电脑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十二、方正电脑节能产品认证

十三、方正电脑产品 MTBF检验合格证书（ 15万个小时）

十四、方正电脑防雷检验合格证书

十五、方正电脑国家自主品牌证书



十六、方正键盘抗菌检测报告

十七、方正鼠标抗菌检测报告

十八、国家电子计算机质监检验中心检验证书

十九、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

保修服务：

●对于合同货物， 提供厂商标准的保修期和保修模式， 保修期内的设备机器零配

件维修、更换均由本公司负责；



● 服务方式：技术热线电话 -- 设有专门的热线服务电话， 4006000666可随时记

录和解答贵方提出的问题， 及时反馈：对贵方出现的问题无法通过电话解决时可

及时派专业技术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调试；

●定期巡察制度：公司以不同方式定期了解或巡察用户设备和系统的使用情况，

配合或指导用户做好系统维护工作。

服务承诺：

1. 我公司投标的所有产品均按照国家三包规范执行

2. 计算机整机三年保修，保修期过后维修只收备件费，不收其它任何服务费。

3. 所有硬件故障三年内提供上门服务。 报修后 30分钟响应答复，当天赶到现场，

1个工作日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免费提供备用机；

4. 公司终身提供相应备品备件的支持，以供用户应急使用

5. 免费培训操作人员对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日常维护常识。

6. 设备厂家授权 XX地区售后服务网点地址： XX市 XXXX路与 XXX路交叉口 X行

XX米路 X。电话： XXXX-XXXXXXX 

二十、项目实施质量保证

1. 项目管理质量保证

我公司设备供应具有先进规范的项目管理方法， 采用国际项目管理协会 PMI的标准项目

管理方法，把项目管理归纳为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风险管理、采购管理、沟通管理和整体管理等九大知识领域。形成了我公司独有的《我公司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规范》 。

通过对项目建立工作细分结构（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明确项目的工作内
容，这样不仅定义了工作内容，同时也定义了工作任务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工作界面。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