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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单一来源采购书 

一、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1 项目名称：平顶山市市政维修管理队购石子一批采购项目 

2 

采购人：平顶山市市政维修管理队 

联 系 人：刘先生 

电话：0375-6155100 

3 

代理机构：河南恒益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秦女士     

电    话：0375-7010770 

4 投标保证金的交付时间：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5 投标有效期：谈判开始后 60 天 

6 
递交单一来源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2018年 2 月 9日 9 时整（北京时间） 

递交单一来源响应文件的地点：河南恒益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 

7 质保期限：三年 

8 正本份数： 壹 份        副本份数： 两 份 

9 签订合同地点：平顶山市市政维修管理队     

10 

招标控制价：450000 元，大写：肆拾伍万元整，投标人报价不得超过

该价格，否则为无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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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商须知 

（一）、总    则 

1.适用范围 

1.1   本范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订。 

2.定义 

2.1 货物服务：既是指本范本适用于货物采购或服务采购，也是指货物采购所伴随的服务

或服务采购中伴随的货物采购。 

2.2 采购单位：是指具体负责和从事采购业务的集中采购机构、社会中介代理机构和采购

人的总称。具体项目的采购单位，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序号 2、3中规定。 

3.供应商资质要求 

 

3.1 参加项目的供应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提供经营范围内有

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 

3.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4.供应商参与谈判活动的费用 

4.1 供应商必须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费用。不论结果如何，采购单位

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二)、单一来源采购文件 

5.单一来源采购文件构成 

5.1 单一来源采购文件包括： 

第一部分  单一来源采购书 

1）供应商须知及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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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须知补充事项 

3）合同条款及其前附表 

4）合同特殊条款 

5）合同格式 

第二部分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 

1）目录 

2）供应商报价函格式 

3）投标货物技术性能、技术指标介绍 

4）供应商的基本情况简介 

5）资格证明文件 

6）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7）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材料 

5.2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和充分理解单一来源采购文件中所有的内容。如果其单一来源

采购响应文件没有满足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有关要求，其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修改 

6.1 在某些情况下，采购单位可能对单一来源采购文件进行修改，采购单位会将这些修

改在与供应商磋商、谈判之前或之中以合适的方式告知供应商。 

（三）、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的编制 

7.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7.1 供应商的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以及供应商与采购单位就有关谈判事项的所有来

往函电均须使用简体中文。 

7.2 除单一来源采购文件中另有规定外，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所使用的度量衡均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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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定计量单位。 

8.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构成 

8.1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必须按照 5.1节第二部分规定的内容进行编写，标明页码，

装订牢固，但供应商在谈判中形成的补充文件除外。 

8.2 供应商所提供的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应在其封面上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

本”字样，正本与副本内容应一致；若正本与副本不一致，以正本为准。 

8.3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的正、副本的正文，均应打印，手工书写的单一来源采购响

应文件将不被接受，但在谈判中形成的补充文件除外。 

8.4 供应商必须对其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负责。供应商一旦成为成

交人，其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将作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8.5 供应商不得在未征得采购单位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对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格式、条

款和技术要求进行修改。 

9.单一来源采购报价 

9.1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的服务报价表上应清楚地标明供应商总报价。 

10.报价的货币 

供应商谈判报价须以人民币报价。 

11.证明供应商合格的资格文件 

供应商在其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中，应包括证明其有资格参加采购活动、以及后有能

力履行合同的所必需的技术、服务和财务管理等方面能力的证明文件。 

12.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签署 

12.1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应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正确签署。授权代

表须将以书面形式出具的“法定代表人授权证书”附在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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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供

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四）、磋商、谈判 

13.磋商、谈判 

13.1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应由供应商现场递交。 

13.2  采购单位将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磋商、谈判。 

13.3  采购单位的谈判小组由按规定组成的三人以上的评审人员组成。 

13.4  谈判开始前，谈判小组将首先认真审查供应商提交的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了解

其与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要求是否有偏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是否照规定的要求进行编制、装订和签署；  

（2）所提交的各种资格证明文件是否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3）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对法律、法规和单一来源采购文件其他明确要求的符合

性。 

   （4）在掌握了供应商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的基本情况后，谈判小组将与供应商进

行磋商、谈判。 

13.5  谈判中，采购单位的采购文件如果有实质性变动的，谈判小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

供应商。供应商也可以对自己响应文件中有关技术配置、售后服务和报价等方面的问题进行

修改，以符合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要求。 

14.评审 

谈判小组将依据供应商最终提交的确认件进行认真的审查，如满足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

要求、价格合理，则推荐其为成交供应商。否则，重新组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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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予合同 

15.合同的签订 

成交供应确定后，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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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条款前附表 

（以双方实际签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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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同条款 

（以双方实际签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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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格式 

（以双方实际签订为准） 

 



 12 

六、合同特殊条款 

（以双方实际签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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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 

封面： 

 
平顶山市市政维修管理队购石子一批采购项目 

 

 

 

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 
                

 

 

 

 

                               

申请人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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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函格式 

致：（采购单位的名称） 

1、根据贵方邀请，我们决定参加贵方组织的    项目的采购活动。我方授权     (姓

名)代表我方              （供应商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采购的有关事宜。 

2、我方愿意按照单一来源采购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的货物及服

务，总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 

3、一旦我方成为成交供应商，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4、我方承诺，在采购有效期内如果我方撤回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或成交后拒绝签

订合同，我方将放弃要求贵方退还该采购响应保证金的权力。 

5、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一式三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6、我方愿意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采购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

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供应商名称：（公    章）                                             

                                             供应商授权代表姓名（签字）：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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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货物技术性能、技术指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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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应商的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注册资金  

地  址  邮编  

主要业务范围  

企业性质  

成立时间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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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格证明文件 

格式一  （相关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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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采购单位名称） 

本授权书声明：           （供应商名称）的       （法人代表姓名）授权     （被

授权人的姓名）为我方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的合法代理人，以我方名义全权处

理与该项目采购、签订合同以及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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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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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要求 

米石、0-5、1-2、1-3 

提供货物须符合业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