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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投标书格式范本

工程投标书格式范本

一、投标书封面格式

投标书

建设项目名称：

投标单位：

投标单位全权代表：

投标单位：（公章）

年月日

二、投标书格式

投标书

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贵方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招标采购货
物及服务的投标邀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标编号），签字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全名、职务）经
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____________________（投标方名称、地址）
提交下述文件正本一份和副本一式 _______份。

（1）开标一览表
（2）投标价格表

（3）货物简要说明一览表
（4）按投标须知第 14、15条要求提供的全部文件
（5）资格证明文件

（6）投标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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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付的货物投标总价为人民币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2．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3．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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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标自开标日期有效期为 ____________________个日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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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日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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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理解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格的投标或受到的任何投标。

7．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代表性名、职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名称（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年___月___日

全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三、开标大会唱标报告格式

开标大会唱标报告

投标单位全称

序号

投标设备名称

数量

投标价（万元）

交货期

交货地点

备注

投标单位：法人授权代表：

（公章）（签章）

年月日

说明：唱标报告在开标大会上当众宣读，务必填写清楚，准确无误

四、投标设备数量价格表格式

投标设备数量价格表

招标文件编号：单位：万元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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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设备价

其它费用

投标价

（设备总价与其他费用总金额之和）

数量

（台）

单价

总价

运输费

调试费

品备件费

总金额

投标单位：（盖章）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五、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影印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影印件， 实行许可证制度的， 还须提供生产许可证

影印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影印件

六、投标企业资格报告

投标企业资格报告

须知

2．对所附表格中要求的资料和询问应作出肯定的回答。

3．资格文件的签字人应保证他所作的声明以及回答一切问题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

4．投标人提供的资格文件将由投标人和买方使用，并据此进行评价
和判断，确定投标人的资格和能力。

5．招标人对投标人提交的文件将予以保密，但不退还。

6．全部文件应以中文书写，正本 1份，副本 _______份，按投标人须
知第 18体条封装。

格式 1资格声明
（招标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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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贵方 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第 _________号招标邀请，下述签
字人愿意参加投标 ,提供货物需求一览表中规定的（货物品目号和名

称），提交下述文件并证明全部说明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1．由（制造厂商）提供的（货物品目号和名称）参加投标。授权书

1份正本， 1份副本。签字人代表该制造厂家并受其约束。
2．制造厂家的资格声明，有 1份正本， ______份副本。
3．下述签字人在证书中证明本资格文件中的内容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同时附上我方银行（银行名称）出具的资信证明。

制造厂家：授权签署本资格文件人：

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打印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职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格式 2制造厂家资格声明

1．名称及概况
（1）制造厂家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总部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传真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3）成立日期或注册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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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 
（4）实收资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5）近期资产负债表（到 _______年___月_____日止）
a．固定资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b．流动资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c．长期负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d．短期负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净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6）主要负责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关于制造投标货物的设施及其它情况：

工厂名称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年生产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工人数 /其中工厂技术人员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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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造厂家不生产而需从其它制造厂家购买的主要零部件：
制造厂家名称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3．制造厂家生产投标货物的经历（包括项目业主、额定能力、初始
商业运行日期等）：

4．近三年该货物在国内外主要用户的名称和地址：

名称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销售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1）出口销售

（2）国内销售
5．近三年的年营业额：
年份______________出口__________________国内

____________________总额_____________________ 
6．易损件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部件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有关开户银行的名称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8．制造厂家所属的集团公司（如果有的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其它情况：

兹证明上述声明真实、正确的，并提供了全部能提供的材料和数据，

我们同意遵照贵方要求出示有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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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厂家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职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七、投标设备报告

投标设备报告

1．投标设备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和说明。
2．投标设备的质量标准、检测标准、测试手段。
3．对投标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测试等方面采取技术和组织措

施。

4．交货地点、交货时间、交货方式、交货进度及运输条件。

5．技术服务。
6．备品备件提供情况。
7．投标单位认为有必要说明的问题。

八、投标设备偏差表

投标设备偏差表

招标文件编号：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招标设备要求数据

投标设备实际数据

说明：如投标设备的规格、 性能、技术参数与招标设备的要求不完全

一致时，请填此表。

如全部满足要求时，可不交此表。

九、法人代表授权书

法人代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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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委派 _________________参加贵方组织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标活动，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招标的有关事宜。

附授权代表情况：

姓名：_______________年龄：_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公章）法人代表：（签章）

本授权书有效期： 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_日至

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十、履约保证金保函

履约保证金保函

（中标后开具）

开证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号合同履约保证金

本报函作为贵方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买方）于
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就___________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项下提供 _________________货物（以下简称货物） 签订的 _________

号合同的履约保证金。

___________________银行（以下简称银行）无条件的、不可撤销地

具结保证本行、其继承人和受让人无追索地向贵方以

_______________（货币名称）支付总额不超过 ____________________
（货币数量），即相当于合同价格的 _______________%。

并以次约定如下：

1．卖方未能忠实地履行所有合同文件的规定和双方此后一致同意修

改、补充和变动， 包括更换或修补贵方认为有缺陷的货物（以下简称

违约），只要贵方确定，无论卖方有任何反对，本行将评贵方的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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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通知，立即按贵方提出的不超过上述累计总额和该通知中规定的

方式付给贵方。

2．本保证金项下的任何支付应为免税和净值，无论任何人以何种理
由提出扣减现有和未来的税费、关税、费用或扣款，均不能从本保证

金中扣除。

3．本保证函的规定构成本行无条件地、不可撤销的直接义务。今后
任何对合同条款的修改、贵方在时间上的通融、其它宽容、让步或由

贵方采取的除了本款以外都适用的可能免除本行责任的任何删除和

其他行为。

4．本保证函在本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期满前完全有效。
谨启

出证行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姓名、职务）

公章：

希望本文工程投标书格式范本能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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