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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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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高台县教育体育局 2016年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大宗食品采购定点供应商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甘肃金诚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高台县教育体育局的委托，对其“张掖市高台县

教育体育局 2016年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大宗食品采购定点供应商项目”

以公开招标形式进行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 wt6qbkCyDE 

1、招标文件编号： JCGJZC04-ZY6514 

高台交易编号： GJZC2016GK-025

2、招标内容：（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

一包：面粉、大米、油供应商 2家

二包：干鲜调味品供应商 2家

三包：鲜肉供应商 2家

3、项目预算： 无

4、定标方式： 综合评分法

5、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须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等资质证件（复印件） 。

（3）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

（4）须提供法人授权函（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

（5）须提供企业住所地或业务发生地市（州） 、县（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

（6）具有有效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证照。

（7）三包须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 、《卫生检（测）疫报告》等资格证书。

6、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时间： 2016年 04月 26日至 2016年 05月 03日，上午 09：00-11：00，下午 14：

30-16：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Kp5zH46zRk 

地点：甘肃金诚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办事处

详细地址：张掖市杏林南路 188号西花苑 12号楼 1单元 801室

方式：现场自行获取

7、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 2016年 05月 17日上午 08时 50分前（北京时间），逾期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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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时间： 2016年 05月 17日上午 09时 00分（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 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开标室

详细地址：张掖市高台县财政局二楼

8、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电话及地址：

（1）采购方：高台县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 13830648882 

地址：高台县湿地新区

（2）招标代理机构：甘肃金诚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帆

联系电话： 0936-8658466 

地址：张掖市杏林南路 188号西花苑 12号楼 1单元 801室

甘肃金诚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0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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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及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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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序

号
内 容 规 定

1 

项目名称和编号：
项目名称：张掖市高台县教育体育局 2016年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大宗食品采购定点供应商项目
项目编号： JCGJZC04-ZY6514 
高台交易编号： GJZC2016GK--025  

2 

采购人信息：
采购单位： 高台县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丁先生
电话： 13830648882 

3 

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招标代理机构： 甘肃金诚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115号澳兰名门 B2座 18F
联系人：杨帆
联系电话： 0936-8658466 

4 
资金来源及预算 ：财政资金
资金预算： 无

5 

供应商资格要求 ：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a.提供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国税、地税） 、组织机
构代码证等资质证件（副本复印件）或新版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

b.上一年度财务报表；
c. 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凭

据；
d.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缴纳社保的专用收据或社保缴纳清单；
e.企业住所地或项目所在地市（州） 、县（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检察机

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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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面声

明函。
（2）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
（3）须提供法人授权函（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
（4）具有有效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 从业人员健康证等

证照；
（5）三包须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 、《卫生检（测）疫报告》等资格证

书；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注：供应商提交的所有证明文件及材料必须清晰、准确、真实，企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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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证书原件必须携带到开标现场以供查验。

6 投标语言： 中文

7 投标有效期： 60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8 投标报价货币 : 人民币

9 

投标报价范围及说明：

1.单品单价报价范围：包括材料费、仓储费、包装费、检验费、送至学
校的运费、所有相关税费、招标服务费等全部费用的总和，单价应低于市场

平均价。

2.本项目报价是指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内容”每包采购的食
材名称，以公斤为单位的投标报价（投标价格 =市场价 *优惠率）

10 

投标保证金递交说明：

（1）保证金金额： 每包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 15000.00/ 包）
（2）递交形式： 电汇、转支
（3）递交截止时间： 2016年 5月 11日下午 16时 30分（北京时间 ,以到

账时间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4）注意事项：
1.供应商必须用公司基本账户递交保证金，且投标保证金单位名称必须

与供应商登记的单位名称一致，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名义递交，不得由投

标供应商以外的其他机构或个人代替投标供应商递交，否则视为无效保证金，

其投标响应性文件将被拒绝 （“付款方”或“交款人”栏内填写供应商公司名

称，汇款单据备注栏须注明高台交易编号 GJZC2016GK--025及包号，不填写
致无法确认保证金意向的按照无效保证金处理） 。

2.供应商交纳投标保证金后须到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
换取收据，否则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而予以拒绝。

3.对于未能按要求时间交纳投标保证金的，采购人将视为非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的要求而予以拒绝。

投标保证金的退付：

（1）未中标的供应商投标保证金在在中标公告期满后中标通知书发出 5
个工作日内，持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出具的收据到张掖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办理退款手续，将全额无息退付；

（2）中标供应商投标保证金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后，持合同及张掖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出具的收据到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

分中心办理退款手续，将全额无息退付。

如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

(1) 供应商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 《投标文件》的；

(2) 中标供应商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按规定签订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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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虚假技术参数的；
(4) 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5) 交纳了投标保证金的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投标，且在开标前 24

小时之前未以书面通知招标代理机构的；

(6)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情形。

11 

保证金递交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

开 户 行：建设银行 (保证金 )  
账 号：62050165050100000003 
联 系 人：杨帆

联系电话： 0936-8658466 

12 

招标代理机构账户信息 （用于交纳招标代理服务费及相关费用） ：

账户名称： 甘肃金诚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庆阳路支行

账 号：6200 1360 0320 5150 1784 
财务联系人： 张洁

联系电话： 0931-4569216

13 

《投标文件》递交份数、时间、地点：

（1）份数：正本 1 份,副本 4份，电子版 1份，（U盘、word版本），所
有文件递交不退。

特别提示：电子版《投标文件》必须与纸质版《投标文件》完全一致。

（2）递交截止时间： 2016年 05月 17日上午 08时 50分前（北京时间，
逾期不再受理）

（3）递交地点 ：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开标室

14 

开标时间、地点：

时间： 2016年 05月 17日上午 09时 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台县分中心开标室

详细地址： 张掖市高台县财政局二楼

（二）供应商须知

1.定义

1.1 “政府采购当事人”系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

包括采购人、供应商和招标代理机构。 Yl4HdOAA61 

1.2 “采购人”本项目系指高台县教育体育局。

1.3 “招标代理机构”系指甘肃金诚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1.4 “供应商”系指符合本招标项目资质要求，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机构或其他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