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标文件格式

一、投标文件封面式样

1、投标文件密封袋封面式样 1 

招标
系统建设项目

（招标编号： ）

投 标 文 件
内容：正本、副本 /投标报价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 :                        ( 加盖公章 ) 

投标人地址 :                  邮编 :             

投标联系人 :                  电话 :             

启封时间 :                                   



2、正本 /副本封面式样

(正本 /副本 ) 

招标
系统建设项目

（招标编号： ）

投 标 文 件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注：1、此页格式作为投标文件封面及扉页标准格式；

2、若封面为硬包装过胶制作或其他不适合盖章的纸张，封面可以不盖章，

但扉页应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3、投标报价一览表封面式样

投 标 报 价 一 览 表

（报价唱标时启封）

投标人名称： （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二、投标函

致：（招标人）

根据贵方的 [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 签字代表 （全名、职务） 经正式授权并

代表投标人（投标人名称、 地址）提交下述文件 正本一份及副本四份 ，并对之负

法律责任。

1) 开标一览表

2) 投标报价一览表

3) 分项报价一览表

4) 备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价格表

5) 货物规格一览表

6) 技术规格 /商务条款偏差表

7) 按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和商务 /技术条款要求提供的有关文件

8) 售后服务计划

9) 资格证明文件

10) 技术方案

11) 金额为人民币 元投标保证金（现金或保函、汇票）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 所附投标报价表中规定的应提供的项目投标总价为人民币 ，（文字

表示） 。

2) 如果我们的投标文件被接受，我们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签订并严格履行

合同中的责任和义务。

3) 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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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4) 本投标自开标日起有效期为 90个日历天。

5) 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后，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其投标保

证金将被贵方没收。

6) 投标人承诺，与招标人聘请的为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及任何附属机构均

无关联，非招标人的附属机构。

7) 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8)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请寄：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注册地址名称）的 (投标人

全名 )的在下面签字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代表本公司授权

（单位名称）的在下面签字的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公

司的合法代理人，就招标编号为 （招标编号）（项目名称） 的投标及合同执行，

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

见证人签字：

职务：

单位名称（公章）：

地址：



四、投标报价表格

1、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 （此处填名称并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采购编号

标段号

投标总报价

交货期

完工期

设备质保期

其他声明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说明： 1、本表投标报价应与投标文件中报价表的报价一致， 否则投标人承担被

拒标的风险。

2、与本表同时公开唱标的内容包括对其投标文件的修改或撤回通知、投标

价折扣声明、其他招标人认为应该宣读的内容等。

3、本表为唱标用，加盖公章并签字有效，按投标人须知中要求用单独信封

密封提交一份。



2、投标报价一览表

投标商： （此处填名称并盖章）

项目名称： （此处填项目名称） 金额单位： 元

序号 项目 报价 备注

1 

2 

3 

⋯⋯

总计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3、分项报价一览表

投标商： （此处填名称并盖章）

项 目：（此处填项目名称） 金额单位： 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品牌型号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交货日期 目的地 备注

1 

2 

⋯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说明：

表格不足时投标人可根据需要另行添加。



五、备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价 格表

投标商：（此处填名称并盖章）

项目：此处填项目名称）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注明：

1、此表名称栏填写备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名称。

2、备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必须分类、分项填写。



六、技术规格和商务条款偏差表

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及要求

偏离情况及说明招标文件所需设备的

技术参数及性能说明

所投设备的技术参

数及性能说明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说明：
投标货物或商务条款存在偏差的必须如实填写本表， 否则可能导致投标被废

标。



七、所投产品厂商近三年已完成 的与投标项目类似的项目 清单

投标商：（此处填名称并盖章）

项目：（此处填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注：1、投标人所列项目清单必须真实，时间要求为近三年内；

2、投标人必须按本表格式如实填写本表，否则可能导致投标被废标。



八、售后服务计划书

投标人必须提供但不限于提供以下内容：

1、详细说明售后服务的内容、形式、含免费维修时间、解决质量或操作问

题的响应时间、解决问题时间、维修单位名称、地点。

2、免费技术培训时间及安排、质量保证措施。

3、保修期外每年的维护费用。

4、该次项目所提供的其它免费物品或服务（若有） 。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九、投标人及投标产品简介

投标人必须但不限于提供以下内容：

1、投标人简介：包括公司概况、组织机构、近三年经营情况、技术设备、

人员状况等；

2、投标产品详细介绍（需提供详细、有效证明文件） ；

3、业绩及目前正在执行合同的情况；

4、其他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十、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

在 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保证做到：

一、公平竞争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国家工作人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及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

询费、劳务费、资助费、宣传费、宴请；不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不支付其旅

游、娱乐等费用。

三、若出现上述行为，我公司及参与投标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投标单位： (盖章 ) 

公司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十一、故障应急处理方案

投标人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

日期：



十二、施工组织技术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