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2020年度专项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第五批 招标公

告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2020 年度专项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第五批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6 号中仪大厦 615 室/或下列方式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点

00 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2020 年度专项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第五批配套资金已经落实，经主管采

购单位审批，已具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条件。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受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委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该项目所需货物和服务进行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欢迎符合项目资格要求的投标人

参与投标。项目基本信息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编号：20CNIC-021657-213

2. 项目名称：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2020 年度专项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第五批

3. 采购预算金额：1143.5 万元人民币

4. 最高限价：以分包控制预算为准

5. 采购需求：

包号
品目

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分包控制预

算(元）

进口/

国产

是否

免税
核心品目 简要技术参数

01

1-1 毛细管电泳仪 1

3650000

进口 否

1-2

采用液体温控方

式，温度控制范围

15-60℃，温度控制

精度 0.1℃

1-2 毛细管电泳仪 1 进口 否

半导体温度控制方

式，温度控制范围

4-60℃，温度控制

精度 0.1℃

02 2-1
双荧光细胞分析

仪
1 725000 进口 否 2-5

模式识别功能：细

胞碎片排除分析、

成簇细胞的单个细

胞计数、不规则细

胞计数



2-2 残氧仪 1 进口 否
测量范围：0-100%；

分辨率：0.01%

2-3 风口检漏仪 1 国产 否
测量重复性相对误

差：≤±10%

2-4 水平电泳槽 1 国产 否
输出范围（显示分

辨率）：6-600V（1V）

2-5
电与液氮冗余制

冷器
1 进口 否

电机回收挥发的氮

气压缩回液氮

03 3-1 飞行时间质谱仪 1 3260000 进口 否 3-1
智能化红外激光自

动清洗离子源装置

04 4-1 高分辨质谱仪 1 3800000 进口 否 4-1

流速范围： 0.01

ml/min~2.0

ml/min

备注：进口产品为制造于中国关境外的产品，需要通过中国海关进入中国境内。

6. 合同履行期限交货期:120 个日历日

7. 交货地点：买方指定地点。

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具体产品技术参数见招标文件第七部分。

本项目按包公布分项控制预算。若投标人报价高于此分项控制预算，其投标将被作为无效投标

处理。

二、投标人/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 投标人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3) 政府采购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 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本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所投产品是进口产品的投标人应具有投标产品制造厂商或合法经销商（提供制造厂商授权）

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授权书。

3) 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的投标人应具有投标产品制造厂商或经制造厂商授权具有服务能力的

经销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4) 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 投标人的投标不符合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或按无效投标处理。

6) 投标人必须从采购代理机构获得招标文件，否则不能参加本次招标。

三、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地点和办法：

1. 招标文件发售时间：2020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每个工作日 9：00-11:30, 13：

30-16：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2. 获取招标文件方式及地点：

1) 地点：根据北京市应急响应号召，尽量避免人员聚集性活动，本项目不进行现场出售标书，

仅通过公对公账户转账进行网上购买（不接受个人汇款）。

2) 方式：网上购买：按下述银行及帐号汇款，汇款单上应注明汇款用途、所购招标编号及包

号，然后将汇款单复印件、购买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联系人、电话、邮箱等信息及下列

购买招标文件的资格文件发至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邮箱，采购代理机构收到邮件后审核文件和

到账情况符合要求后将尽快以邮件方式将招标文件发送给购买单位。

购买招标文件时，须提供下列资格文件扫描件，未递交资格文件或资格文件不符合要求将不予

出售招标文件：

1 有效的营业执照；

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投标报名联系人：王岩 010-88316646；邮箱：wangyan44@cnic.gt.cn；苏女士010-88316072，

邮箱：suhong@cnic.gt.cn。

为防止邮件未送达现象，请投标人向相应的邮箱联系人电话确认。

标书款发票在开标时领取。

mailto:wangyan2@cnic.gt.cn%EF%BC%9B%E8%8B%8F%E5%A5%B3%E5%A3%AB010-88316072%EF%BC%8C%E9%82%AE%E7%AE%B1%EF%BC%9Asuhong@cnic.g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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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wangyan2@cnic.gt.cn%EF%BC%9B%E8%8B%8F%E5%A5%B3%E5%A3%AB010-88316072%EF%BC%8C%E9%82%AE%E7%AE%B1%EF%BC%9Asuhong@cnic.gt.cn


4) 本项目招标文件（电子版）售价为 800 元，售后不退。

5) 银行及账号：

户名：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交通银行阜外支行

帐号：110060239012015297042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 接受投标时间：2020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00 前（北京时间）。

2. 投标截止时间：2020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00 整（北京时间）。逾期或未按招标文件规定进行

封装的投标文件将不被接受。

3. 开标时间： 2020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00 整（北京时间）。

4. 投标地点及开标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6 号中仪大厦六层 618 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届时欢迎投标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投标人代表出席本项目开标会议。

5. 投标注意事项：

1) 仅投标人授权代表 1-2 人可进入大厦参与投标和开标活动，请授权代表佩戴口罩进入

大厦，并保证 14 天内无疫区接触史或外地来京人员（重点地区）已完成 14 天隔离期。

2) 请授权代表提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市健康宝”-进入公众号-注册个人信息-进入大

厦时向保安人员出示本人健康状态查询情况-未见异常-方可进入大厦。

3) 请投标人代表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投标地点（中仪大厦），以便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各

项登记手续。

4) 开标时，投标人须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规定参加开标，否则因无法检查、确认投标文件

密封情况时，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对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视为无效投标；投标人的缺席，不影

响本次招标投标活动的进行和效力。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招标公告发布媒介：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六、其他补充事宜：

1. 本次招标、投标、评标和合同授予均以包为单位，投标人必须就整个包进行响应，不完整的

http://www.ccgp.gov.cn


投标将被拒绝。

2. 本次招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3. 本次招标不接受备选方案及选择性投标。

4.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响应。

5. 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后不参加投标的，请早于开标前 5 个日历日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

构。若该项目因不足三家而导致废标，未予书面通知的单位将被取消重新参加该项目投标的

资格。

6. 本项目招标文件解释权归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 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名称：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华佗路 31 号

联系方式：刘老师 010-53852871

2.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采购代理名称：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6 号中仪大厦 615 室

邮政编码：100044

联系人：苏女士/韩先生

联系方式：010-88316072/88316652

传 真：010-88316233（传真后请与采购代理机构电话确认是否收到）

邮箱：suhong@cnic.gt.cn；hanlei1@cnic.gt.cn

3. 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苏女士/韩先生

电话：010-88316072/8831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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