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10 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 30 个地台

架材料】项目【公开】询价采购公告

一、项目内容：

1、询价单位：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10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 30个地台架材料

3、项目内容：因生产制造需要制作“油漆组件运输车”和“地台

架”，数量分别为：10台和 30 个，现需采购该“油漆组件运输车”

和“地台架”材料。详见【采购询价函】

4、完成时间：2022 年 3月 22 日前

5、交货地点：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城厂区 12 号楼材

料仓。

6、付款方式：公账付款，我方收到物料验收合格后，且收到供

方开具的等额合法有效发票之日起 45天内支付。

二、技术要求：

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地台架材料的产品质量和规格指标等，应

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与技术规范的相应规定和要求。以及

符合图纸和使用要求。

三、报价要求：

1、注册要求：报价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并取得合法工商营业执照。

2、一次报出有效价格，报价直接决定竞价结果。

3、提供《报价函》、《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必须提交】

4、报价人提供《公平竞争承诺书》。【必须提交】

5、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必须

提交】

6、【10 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 30 个地台架材料】 项目报价

表。【必须提交】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8、报价应于2022年2月28日 12：00 时前报出（含当天）。

9、询价截止时间：2022年2月28日12：00时

10、报价所有文件应加盖公章后，由报价人扫描报价文件通过电

子邮件方式发到我方联系人指定邮箱。

四、比价结果及中标方式：

1、比价结果的确定：本项目将按总价报价最低（以不含税单价比较）



的供应商为预成交人。在满足货物各项主要性能指标、安装调试使用

要求及相关服务要求的前提下的供应商为最终成交人。

2、中标方式：收到我司通知单位为中标单位，无收到通知单位为未

中标单位。

五、本项目公告未明确事项，按采购询价函及相关采购文件执行。供

方响应报价即为认同本项目所有文件中的约定，本项目不另外订立采

购合同或合约。

六、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采购部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0-32197862 13611483305

邮箱：caigoubu@prpian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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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有限公司采购部）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2022 年 2月 23 日



采购询价函

各供应商单位：

我司因生产制造需要，拟对 【10 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 30

个地台架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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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严格按附表“ 【10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30个地台架材料】

项目报价表”信息进行报价。产品的质量应符合我司相关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图纸、参考图片、规范性文件等）；产品在运输过程未交付

我司使用前，因运输造成的质量问题一切责任由供方负责；计量方式

按“ 【10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30个地台架材料】 项目报价表”

的计量执行；产品在交付后，若出现不符合使用要求、质量等问题，

供方应及时、无条件进行退换服务；交货期供方应根据我司生产制造

需要适时调整产品制作、采购供应。

二、采购报价相关要求：

1、注册要求：报价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并取得合法工商营业执照。

2、一次报出有效价格，报价直接决定竞价结果。

3、提供《报价函》、《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必须提交】

4、报价人提供《公平竞争承诺书》。【必须提交】

5、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必须

提交】

6、【10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30个地台架材料】 项目报价表。

【必须提交】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8、报价应于2022年2月28日 12：00 时前报出（含当天）。

9、报价所有文件应加盖公章后，由报价人扫描报价文件通过电子

邮件方式发到我方联系人指定邮箱。

三、其他事项说明：

1、该报价为含税金（原则上需要 13%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价。当

报价方采用的是非 13%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报价时应注明税率和发票

种类。

2、询价结果确定原则：在满足货物各项主要性能指标、安装调试使

用要求及相关服务要求的前提下，总价报价最低为成交人。

3、付款方式：公账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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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询价为整体报价，报价包含货物制造、运输、安装调试、售

后服务、技术培训及税金等交付询价人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

定标后不再增补任何费用。

5、建议有意向的供应商报价前到我司现场了解布局需求，以免造成

供应的材料不符合使用要求。

四、询价截止时间：2022 年 2月 28 日 12：00 时

五、询价人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采购部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0-32197862 13611483305

邮箱：caigoubu@prpian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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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有限公司采购部）

六、附件：（报价文件请按以下要求的顺序和格式制作）

序号 内 容 备注

1.

“【10 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 30 个地台架材料】

项目报价表” 必须提交

2. 《报价函》 必须提交

3. 《公平竞争承诺书》 必须提交

4.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必须提交

5. 报价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必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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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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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台油漆组件运

输车材料和 30个地台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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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 30 个地台架材料】项目报价表

报价时间：2022 年 月 日 编号：0079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

量

报价单价

（元）

合计金额

（元）
备注

WG1 φ14 圆钢（实心，按图加工） 个 320 运输车

WG2 φ25*2 钢管（弯手，按图加工） 个 20 运输车

WG3 30*30*3 方管 米 120 运输车

WG4 φ32*3 钢管（底座，按图加工） 个 10 运输车

WG5 φ32*3 钢管 米 24 运输车

WG6 190*10 A3 冷拉板 米 10 运输车

WG7
定向车轮φ100*50 聚氨酯轮（灰

色）
套 20 运输车

WG8
万向车轮φ100*50 聚氨酯轮（灰

色）
套 20 运输车

WG9 1～1.5mm 海绵
平方

米
73 运输车

WG1050*8mm A3 板 米 6 运输车

WG11螺丝（配车轮） 粒 180 运输车

WG126.3#槽钢 条 65 国标，6米/条.地台架

WG1360*10mm A3 板 条 2 地台架

金额合计

注：该报价为含税金（原则上需要 13%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价。当报价方采用的是非 13%

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报价时应注明税率和发票种类。其他未注事项按《采购询价函》执行。

询价方：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采购部 报价方：

联系人：卢奇剑 联系人：

联系电话：13611483305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caigoubu@prpiano.cn 邮箱地址：

联系地址：广州市增城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 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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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电子报价文件 1 份。（我方在此声明并

同意：

1. 我方决定参加：项目编号为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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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台油漆组件运输车材料和 30 个地台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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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小组并无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报价或其它任何报

价。

所有与本报价有关的函件请按下列联系方式发送:

地 址： . 邮政编码： .

电 话： . 传 真： .

报价人全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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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年 月 日



运输车材料图纸

WG 2 WG 1 WG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