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RSH125 左支架】项目【公开】询价采购
公告

一、询价内容：

1、询价单位：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RSH125 左支架

3、项目内容：技术部门采购申请表 JD2022-533 提出产品 RSH125 左支架新材质试制采购，需

制作模具。模具费按照 2年内进行摊分（总数量 5000 套）。详见【采购询价函】。

4、采购方式：公开询价，

5、信息发布：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http://www.pearlriverpiano.com“公示公告”中查阅）。

6、完成时间：中标后 45 天内交货。

7、交货地点：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增城厂区指定仓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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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H125 左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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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采购方的图纸和使用要求。

三、报价要求：

1、一次报出有效价格，报价直接决定竞价结果。

2、提供《报价函》、《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必须提交】

3、报价人提供《公平竞争承诺书》。【必须提交】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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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RSH125左支架】 项目报价表。【必须提交】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7、报价应于2022年8月25日16：00时前报出（含当天）。

8、报价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25 日 16：00 时

9、报价所有文件应加盖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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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igoubu@prpiano.cn。

四、比价结果及成交方式：

1、比价结果的确定：本项目将按总体报价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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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方式：收到我司通知单位为成交单位，无收到通知单位为非成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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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报价文件为报价方免费提供，无论成交与否，均默认授权由询价方自

行处理，不作退回。

六、联系方式：

1、询价文件获取方式：报价单位可在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http://www.pearlriverpiano.com）“公示公告”中查阅相关文件，或联系询价联系人获取询

价文件，由询价联系人以电子文件形式发送询价文件。

询价联系人：郭小姐；联系电话：020-32197862

2、报价

电子报价文件按要求格式制作，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发送。

电子（邮件）：caigoubu@prpiano.cn。

邮件标题格式统一为：询价单位名称+RSH125 左支架材料采购项目

3.采购文件释疑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采购部

联系人：郭小姐

联系电话：020-32197862 1814898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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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5 日



采购询价函

各供应商单位：

我司因技术试制需要，拟对 【RSH125 左支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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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H125左支架】 项目报价表”信息进行报价；数量按我司

实际需求采购供应和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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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运输等造成的

质量问题一切责任由供方负责；计量方式按“ 【RSH125左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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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报出有效价格，报价直接决定竞价结果。

2、提供《报价函》、《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必须提交】

3、报价人提供《公平竞争承诺书》。【必须提交】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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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RSH125左支架】 项目报价表。【必须提交】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7、报价应于2022年8月1日16：00时前报出（含当天）。

8、报价所有文件应加盖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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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goubu@prpiano.cn。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报价含税金（原则上需要 13%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装缷费用价。当报价方

采用非 13%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报价时应注明税率和发票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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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询价为单项与整体相结合的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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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后不再

增补任何费用。

四、询价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25 日 16：00 时

五、采购文件释疑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采购部

联系人：郭小姐

联系电话：020-32197862 1814898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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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SH125 左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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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报价人认为有必要说明的其他文件（如：产品详细说明，行业优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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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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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H125 左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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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H125 左支架】项目报价表

报价时间：2022 年 月 日

序

号
名称 图号

材

料

单

位

重量

（kg)

材料费

用（元）

其他费

用（元）

产品单

价（元）

模具费

（元）

模具摊

分（元）

模具摊

分后单

价（元）

备注

1

RSH125

左支架

镀铬

RSH125-04a-01 铝 件 0.232 4.25

备注：

1、单价报价含材料费和其他费用两个部分，材料费铝材料是以南海灵通铝材网 2022 年 8 月 15

日当天价格 ，暂定铝 18340 元/吨；其他费用由报价方填写，此部分为整体报价，报价包含货物

制造、材料损耗（不含成品材料费）、运输、安装调试、售后服务、技术培训及税金等交付报价

人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定标后不再增补任何费用。

2、模具费按照二年 5000 套进行摊分，直至二年内的总交货数量达到 5000 套为止恢复正常产品

价供货；如二年内达不到摊分数量则将剩余未摊分模具费一次性支付，亦恢复正常产品价交货。

2、报价含税金（原则上需要 13%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费、装缷费用价。当报价方采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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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方：

联系人：郭小姐 联系人：

联系电话：020-32197862 18148989139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caigoubu@prpiano.cn(非本项目报价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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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H125 左支架项目的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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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H125 左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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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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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