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电子标签及耗材采购】询价函

各供应商单位：

我司因生产制造需要，拟对【2022 年电子标签及耗材采购】项目进行公开询价报价，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报价项目内容及需求：

1、报价项目内容：详见【2022 年电子标签及耗材采购】报价表

2、项目期望控制价：期望总价 ￥311055.00 元（含 13%增值税和运费）

二、技术要求：

1、增城厂区外包装用 RFID 电子标签：超高频（国标）、铜版纸带背胶可粘贴、要能适合

狭窄的环境盘点场合，信息要加密处理；

2、木材厂区用 RFID 电子标签：超高频（国标）、标签送货前须提前录入共鸣盘信息【由

供货商录入】要求加密处理且准确无误；该标签乃嵌入钢琴（共鸣盘）内部的，标签随生

产工艺流程，会受高频处理（高温环境）、受压榨（压力挤压），仍能正常读取芯片资料。

3、耗材碳带需要适用于我司设备（斑马 105sl plus）；

三、采购报价相关要求：

1、报价要求：一次报出不可更改的价格，报价直接决定竞价结果；报价须包含税费、包

装费、装卸费、运输费等；

2、标书要求：含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截图、报

价函、报价表、公平竞争承诺书等资料（资料必须在有效期内），提交的所有资料需加盖

公章。

3、密封要求：用文件袋或信封密封，外包装注明“项目名称”并在封口处盖公章或合同

章，快递或亲自送到联系人手中。

四、其他事项说明：

1、交货地点：广州市增城永宁街道香山大道 38 号（增城厂区）和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

岗村大布田珠江钢琴股份有限公司（木材厂区）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起 1年期，每季度发一次采购计划，每月送货。

3、付款方式：公账付款，按合同约定，根据我方采购计划及供方实际送货数量，经验收

合格后且收到供方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发票之日起 45 天内支付货款。

4、比价结果的确定：按照满足货物各项主要性能指标、使用要求技术方案及相关售后服

务响应程度、价格、主要经营业绩等方面，以提供报价标书内容为评标依据，采用“综合

评分法”评标，进行技术、商务、价格评分，得分最高者为中标单位。



5、中标方式：开标结果在“广州国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公示，收到我司通知单位为中

标单位，无收到通知单位为不中标单位。

五、询价截止时间：截止到 2022 年 1 月 4 日下午 16：00 前提交报价文件。

六、询价人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先生（采购部） 13650975733

七、附件：（报价文件请按以下要求的顺序和格式制作）

序号 内 容 是否提交 备注

1 报价函 必须提交

2 采购项目报价表 必须提交

3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必须提交

4 《公平竞争承诺书》 必须提交

5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必须提交

6 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截图 www.creditchina.gov.cn 必须提交

7 综合评分表 根据情况提交

注：提交的文件均需加盖公章，所有证书类文件提供复印件且必须在有效期内。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报价函

致：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现依照你方采购文件要求，提交报价文件正本 壹 份。（我方在此声明并同意：

1. 我方决定参加：项目为 【2022 年电子标签及耗材采购】 的报价。报价总报价为

元。

2. 我方愿意遵守贵司采购文件的各项规定，供应符合报价文件中所指定的 【2022 年电

子标签及耗材采购】 ，按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供报价。

3. 我方同意本报价文件自本项目报价截止之日起 90 天内有效。如果我方的报价被接受，

则直至合同生效时止，本报价始终有效。

4. 我方已经详细地阅读了全部采购文件及附件，包括澄清及参考文件（如果有的话），

我方完全清晰理解采购文件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含糊不清和误解之处，同意放弃对这

些文件提出异议和质疑的权利。

5. 我方完全接受本采购文件中关于报价的规定，并同意放弃对这规定提出异议和质疑的

权利。

6. 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7. 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8. 我方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9. 我方同意提供采购文件要求的有关报价的其它资料。

10. 我方承诺在本次报价中提供的一切文件，无论是原件或是复印件均为真实和准确的，

绝无任何虚假、伪造和夸大的成份。否则，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

11. 我方完全理解，评标委员会并无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报价或其它任何报价。

12. 我方无论是否被接受，我方同意按照采购文件规定向采购代理机构缴纳服务费。（本

条只适用于招标项目）

所有与本报价有关的函件请按下列联系方式发送:

地 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

电 话：020-81509510

联 系 人：梁先生（采购部）

报价人全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XXXXXX（填写公司名称） 有限公司

【2022 年电子标签及耗材采购】项目报价表

报价时间：（需填写时间）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单位
2022 年

采购数量

采购控制价

（含 13%税）

报价单价

（含税）
金额 备注

1 三防热敏纸
76mm*88mm 空

白 80 张/卷
卷 1600 4.80

2 RFID电子标签

96mm*22mm 须

录入共鸣盘信

息（大沥-木材

厂用）

张 168000 0.70

3 RFID电子标签

70mm*50mm 空

白 2500 张/卷

（增城厂区外

包装用）

张 168000 0.70

4 RFID标签碳带
80mm*300m 大

卷芯 齐口
卷 50 38.70

5 RFID标签碳带
70mm*300m 大

卷芯 齐口
卷 600 32.00

6
80g 铜版不干

胶标签纸

65mm*40mm 空

白 4000 张/

卷 隔两张切一

刀 1/2

卷 840 56.00

发票类别：
普票：□

合计（元）专票：1% □ 13% ■

报价有效期：60 天

注：该报价为含税金额（默认为 13%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选项）及运费价。

询价方：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
（需填写资料）（盖公章

位置）

联系人：梁中强（采购部） 联系人：（需填写资料）

联系电话：13650975733 联系电话：（需填写资料）

邮箱地址：caigoubu@prpiano.cn 邮箱地址：（需填写资料）

联系地址：广州市增城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 联系地址：（需填写资料）



公平竞争承诺书

本公司郑重承诺：本公司保证所提交的相关资质文件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有良好的

历史诚信记录，并将依法参与 【2022 年电子标签及耗材采购】 项目的公平竞争，不以

任何不正当行为谋取不当利益，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司名称： （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1、公司名称： 电话号码：

2、地 址： 传 真：

3、经济性质：

4、公司开户银行名称及账户： 地址：

名称：

账户：

5、公司规模（综合实力、员工人数等）

6、供应商获得资质和荣誉证书一览表（后附相关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证书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等级 证书有效期

我/我们声明以上所述准确无误，您有权进行您认为有必要的所有调查：

投标人全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投标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项目综合评分表

项目名称：【2022 年电子标签及耗材采购】 评标人签名/日期：

分类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技术评

分（20

分）

技术参数 5

【提供资料】说明 RFID 标签详细参数如工作

频率、容量、有效距离等。【有提供得 5分；

无提供得 0分】

质量控制 5

【提供资料】对比各投标人的质量控制方案、

生产安全技术方案等进行横向对比。【优 5

分，一般 2分，不提供 0分】

送货及售后

服务方案
10

【提供资料】对比各投标人供货方案及配送

时限承诺。对实施方案的售后服务承诺、应

急措施、实施周期售后服务方案等横向对比。

【优 10 分、良 7分、一般 4分，不提供 0分】

商务评

分（20

分）

同类业绩 15

【提供合同复印件】投标人须提供具有使用

方盖章或签字的合同为往期业绩。【钢琴行

业的电子标签类项目每份得 5 分，其他行业

的电子标签类项目每份得 2 分。最多提供 3

份，不提供得 0分】

从业情况 5
【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注册时间【5

年以上 5分，1-5 年 3 分，不足 1年 0分】

价格评

分（60

分）

项目报价 60

价格评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在有效投标

价中取最低价为基准价，其价格为满分，其

他投标人价格分为：（评标基准价/评标报价）

×60（分） 【价格均用除税价计算】

总分 综合评分 100 由技术评分+商务评分+价格评分得出。

说明：

1.《项目综合评分表》适用于 10 万元以上采用“邀请招标”方式办理的项目。

2.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各类相关有效资料，投标人如未按要求提交的，该项评分为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