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供电分公司日常维护材料竞价采购公告

贼。。Ⅳ



-、 竞价公告

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供电分公司日常维

护材料采购项目进行公开竞价采购。本着
“
公开、公平、公

正、诚实信用
”

原则和平等竞争的精神,请符合资格条件的

潜在生产厂家或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竞价采购。具体事宜公

告如下 :

一、项目名称;供 电分公司日常维护材料采购

二、采购范围及报价格式

序号 物料名称 规格型号 汁量单位 数量 屮价 总价 符注

l 镀锌扁钢 -50× 5 米 60 0000

电力电缆
YJⅤ 22-0.6/1kⅤ-3×

150+70
米 85.0000

3 电力电缆
Y、1V22-06/lkV— 3×

120+70
米 25.0000

电力电缆 YJⅤ -0.6/1kV-4><50 米 65.0000

镀锌铁件,角钢接

士也极
Z50× 5× 2500 根 6.0000

10kl/箱 式变压器

630kVA, AC10/0.4kⅤ ,

美式 ,硅钢片,铜芯 ,

油浸 ,无环网lH

厶
囗 1.0000

低川;似刂∫l己

丨vⅠ ∶;个

`1()()Λ 、l

个 25()Λ

|)|||}|∶ iⅡ符
'洋

7 铜接线端子 DT-25 只 1 0000

铜接线端子 DT-35 3.0000

铜接线端子 DT-120 只 10.0000

铜接线端子 DT-2遮 0 /「1 10,()()()0

11 铜接线端于 DT-50 只 40.0000



8.7/15kⅤ 二芯户

内冷缩 电缆终端

头

NLs⒈ 10/3.1(适 用电缆

截面 25~sO)
亩
田 1.0000

0.6/1kl’ 四芯冷缩

电缆终端头

L吖 1〃 ,2(适用电缆截

面 70~12⑴
●
田 2.0000

o,6/1kl/四 芯冷缩

电缆终端头

LsY1〃 .3(适用电缆截

面 150~240)
百
田 2.0000

0,6/1W四 芯冷缩

电缆终端头

I'吖△`/4,1(适 用电缆截

而 25~50)
●
田 8 0000

σ 型冷压连接管 GT-35 |艮 20.0000

C,T型 冷压连接管 GT-50 根 16 0000

C,T型 冷压连接管 GT-70 }艮 16.0000

GT型冷压连接管 GT-95 卞艮 16.0000

GT型冷压连接管 GT-120 根 16.0000

10kⅤ 肘型电力电

缆终端头
8.7/15d3× 35(后 插 ) 套 1.0000

低压电缆分支箱
XDF-6W  1kV  lEi弋 (--

进三出)

厶
囗 2,0000

合计

总价
大写人民币:

附图: 630KVA美式箱变设计方案

三、材料到货期:自 合签订之日起按照甲方供货要求 ,

在 15日 内必须完成供货。

四、交货地点:四 川省乐山市峨边县

五、邀标时间:⒛22年 9月 7日

六、投标截止时间:⒛22年 9月 15日 。

七、投标、开标地点: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平安路 21号

电话 : 0833-5258492

作争姿三: 0833-5258492



由阝锄南: 614300

联系人:刘 先生 13438712266

技术联系人:汪先生 1398130⒛ 51

二、竞价须知

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合格的投标人应具有圆满履行合同的能力。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企业或经销商。

投标人提供的文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复 印件)并加盖鲜章。

(2)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3)报价书

2、 投标文件

2.1 一般要求

投标文件对竞价公告未提出异议的条款,均被视为接受

和同意。

2.2投标报价

(1)项 目材料的报价要求一次报价,严格填写,综合单价

(包括:增 值税专票、包装费、运输费、保险费、服务费等 )。

(2)投标人应按技术要求,列 出配置型号,并分项报价。

(3)若单价与总价有差异,则 以单价为准,并对总价进行



修正;若数字和文字表示的金额之间有差异,则 以文字金额

为准,并对数字作相应的修正。

(4)投标报价应注明有效期,有效期应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2.3 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递方式:邮寄或亲自递交。

(2)投标文件应密封,封面上按照要求注明项目名称并加

盖公章。

2.4 投标截止 日期

投标文件必须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时间邮寄或亲自递

交到指定的投标地点。

一切迟到的投标文件都将被拒绝。如因特殊客观原因 ,

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 日期前通知招标方,并得到其同意者除

夕卜。

2.5 无效投标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无效投标。

(1)投标文件未按本招标文件的规定密封或投标文件未按

规定加盖公章。

(2) 投标文件未按规定格式、内容填写或投标文件内容与

招标文件的要求不符。

(3)在投标文件中有两个以上的报价。

(4)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且无合理依据者。

(5)其他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



3开标时间及地点

3.l 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

3.2 开标地点: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 定标

以最低报价法定标。

三 、其他要求

l、 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项目所有材料的技术

参数及规范见材料清单。

2.质量保证

2.1供 方保证所供产品质量。

2.2如 出现质量问题而引起的需方损失,供货方应承担一切

责任。

四川大 司公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