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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标函

致： （招标代理机构）

根据贵方的招标文件（招标编号： ），签字代表 （全名、职

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投标人名称、地址） 提交下述

文件，并对此负法律责任。

（1） 开标一览表

（2） 投标函；

（3） 投标报价表；

（4） 售后服务计划及优惠承诺；

（5） 资格声明函

（6） 投标保证金交付证明；

（7） 主要货物规格一览表

（8） 设备质量保障及业绩证明；

（9）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根据此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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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表述为 ，交货期为：接到采购人通知起 日历天，质

保期为： 年。

2、如果我们的投标文件被接受，我们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招

标文件的规定签订并严格履行合同中的责任和义务。

3、我们详细审查了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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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个日历天。

    5 、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后，我们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同意没收投

标保证金。

6、我们同意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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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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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姓名、职务：

投标人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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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

招标编号：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投标人公章：

日 期：

注：本表的内容与投标文件中报价表以及投标函中不一致时，以本表中的内容为准。公开

唱标的内容包括对其投标文件的修改或撤回通知等其他内容。

本表为唱标用，加盖公章并签字有效，单独密封递交。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品牌 数量 单价 小计

合计 （大写）

质保期： 年

交货期： 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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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标报价表

供应商名称：

招标编号：

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产品参数 数量（单位） 单价 总价 备注

1. 

2. 

3. 

4. 

5. 

6. 

7. 至最终目的地运保费

8. 裞费

9. 其他

总价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 (盖章 ):                       

注 :1. 如果按单价计算的结果与总价不一致 ,以单价为准修正总价。

   2. 如果不提供详细分项报价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

   3. 上述各项的详细分项报价，应另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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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格声明函

郑州市公安局：

我方接受贵方【郑财公开（ 2015）X085号】的投标文件要求，自愿参加投

标，现递交下列文件并保证所有陈述是正确、有效的：

1. 工商局颁发的我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 投标货物供货渠道的合法证明材料；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

5. 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6. 售后服务计划及优惠承诺；

7. 业绩证明材料；

8. 其它；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邮政编码：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

电话： 传真：

时 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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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先生 ,身份证号码 ，现担任 总经理 职

务，负责全面工作，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供应商全称：

公章（盖章）

日期：  2017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正、反两面，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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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注册

地址）的 公司的在下面签字的 （法人代

表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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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财公开（ 2015）X085号】招标 （项目名称）等设备

的投标及合同的执行、完成和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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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盖章：

职务：

单位名称（公章）：

地址：

（后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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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工商局颁发的我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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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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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投标货物供货渠道的合法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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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业绩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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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纳税社保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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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财务状况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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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其他投标人认为需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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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标保证金交付证明

附投标保证金交付证明（若无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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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要货物规格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

招标编号：

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规格及技术参数 生厂商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 (盖章 ):                          

注：设备规格参数可另作说明，可对货物的特性和优点作详细的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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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

在本次招标活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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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及其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

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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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人代表（签字）：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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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产品彩页或产品详细参数说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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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保证货物正常运行的技术服务和备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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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设备质量保障及业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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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售后服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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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服务及质量保证措施。

3、本次投标项目所提供的其他免费物品或服务。

4、中标人提供的货物要粘贴售后服务卡，内容包括公司名称、负责人、供

货时间、公司电话、售后投诉电话。

5、中标人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跟踪服务，负责解决系统建设、维护、改造等

相关问题 .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 (盖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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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须提供近三年经过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机构的审计财务报告， 依
法缴纳税收证明、 社会保障资金证明的复印件； 承诺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及供应商认
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