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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邀请 

1. 招标人：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招标货物名称及型号：   伯乐（BIO-RAD）ChemiDoc Touch Imaging System

化学发光触控成像仪       （报价注意：单价模式报价，各部件需单独报价，

招标人会根据需要进行选购） 

3. 主要技术规格：    见附件二仪器设备参数    。 

4. 交货时间：  2022   年   09   月   20  日前。 

5. 交货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揽月路 3 号 D 栋 105 楼 

6. 投标截止时间：  2022   年   07   月  29  日，逾期不予受理。 

7. 投递标书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揽月路 3 号 G 栋 4 楼 413 室 

8. 开标时间和地点：时间：  2022   年  08  月  01  日； 

9. 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揽月路 3 号 G 栋 4 楼 413 室。 

10. 通讯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揽月路 3 号 G 栋 4 楼 413 室   ； 

电话：   020-82037742，  18902298636  ； 

E-mail：  chenyupin@cellprotek.com      

联系人：   陈玉嫔      

二、投标须知 

1. 招标人的资质： 

凡被邀请参加投标者应具有法人资格，有生产或供应能力的国内外企业（实

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须持有生产许可证），符合并承认和履行招标文件中的各项

规定者。证明投标人资格的文件: 

  （1） 投标人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 

  （3） 法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 产品鉴定证书（根据需求提供复印件） 

  （5） 生产许可证（根据需求提供复印件） 

  （6） 荣获国际、国优、部优荣誉证书（根据需求提供复印件） 

  （7）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声明及文件   

2. 投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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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投标文件有关的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

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3. 招标文件的澄清 

任何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均应在投标截止日前 5 天以书面形式或传

真通知招标人。招标人将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4. 投标文件的编写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了解招标文件的要求。在完全了解招标货物的

技术规范和要求以及商务条件后，编制投标文件。 

(1) 投标书格式：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及所附投标报价说明完整的填写

《投标书》和投标报价表，表明所提供的货物、货物简介（含技术参数，招

标文件的技术参数真实有效）、数量及价格。 

(2) 投标报价：投标人对投标货物及服务报价，应报出最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并

在投标货物数量及分项价格表内分别填写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设备

出厂单价、总价。运保费须单独报出。 最低投标报价不能作为中标的唯一

保证。 

5. 投标货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响应文件 

投标人必须提交其所投标货物和服务符合招标文件的技术响应文件。该文件

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含电子版本），并须提供在技术规格中规定的保

证货物正常和连续运转期间所需要的所有备件和专用工具的详细清单，包括其价

格和供货来源资料。如有需要，应在规格偏离表（附件）上逐项说明投标货物和

服务的不同点以及完全不同之处。 

6. 投标文件的有效期 

投标文件自开标之日起 30 天内有效。 

7. 投标文件的书写要求 

投标文件正本和所有副本须用不褪色的墨水书写或打印，装订成册。投标文

件 1 份，应有法人授权代表在规定签章处逐一签署及加盖投标人的公章。并与投

标截止日期送达指定地点。 

8. 招标文件的密封与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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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分别装入信袋内加以密封，并在封签处加盖

投标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投标文件信袋封条上应写明： 

(1) 招标人、招标文件所指明的投标送达地址； 

(2) 招标项目名称； 

(3) 标书编号； 

(4) 投标企业名称和地址； 

三、开标及评标 

1. 开标： 

招标人组织内部专家，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主持开标。 

2. 评标： 

以综合指标性能和相对低价中标价为原则进行评标或议标，招标人作开标记

录，并存档备查。评标的依据为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1) 与招标文件有重大偏离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

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2) 能够满足招标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

于成本的除外。 

(3) 评标时除考虑投标报价以外，还将考虑以下因素：投标货物的技术水平、性

能；投标货物的质量合适应性；对招标文件中付款方式的响应；交货期和供

货能力；配套设备的齐全性（如有需要）；备品备件和售后服务承诺；投标

人的综合实力、业绩核信誉等。 

3. 中标通知 

评标结束 15 日内，招标人将以书面形式发出《中标通知书》，但发出时间

不超过投标有效期，《中标通知书》一经发出及发生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

15 日内，中标人必须与买方签订合同。《中标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不解释落标原因，不退回投标文件。 

四、附件 

附件 1：投标书内容及格式 

附件 2：设备性能及参数要求 

附件 3：合同基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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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投标书内容及格式 

一、 投标书封面 

投 标 书 

  

   项 目 名 称：赛普特公司药理部化学发光触控成像仪采购 

 

 投 标 单 位： 

 

 投标单位全权代表（法人或授权人）： 

  

 

投标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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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标书 

致：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为   赛普特药理部化学发光触控成像仪采购   项目招标采购货

物及服务的投标邀请                  （招标编号），签字代表                    

（全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投标方名称、地

址）提交下述文件正本一份。 

(1) 开标一览表（标书文件） 

(2) 投标价格表 

(3) 货物简要说明一览表 

(4) 资格证明文件（见投标须知：招标人的资质要求）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 所附投标报价表中规定的应提供和交付的货物投标总价为人民币              

元。 

2. 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3. 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需要修改）以及全部参

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 其投标自开标日期有效期为        个日历日。 

5. 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日期后，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其投标保证金

将被贵方没收。 

6. 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

理解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格的投标或受到的任何投标。 

7.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人代表性名、职务：                                   

投标人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全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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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标设备报告 

1. 投标设备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和说明。 

2. 投标设备的质量标准、检测标准、测试手段。 

3. 对投标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测试等方面采取技术和组织措施。 

4. 交货地点、交货时间、交货方式、交货进度及运输条件。 

5. 技术服务。 

6. 备品备件提供情况。 

7. 投标单位认为有必要说明的问题。 

  



 

秘密级 

四、法人代表授权书 

法人代表授权书 

（招标机构）                     ： 

现委派            参加贵方组织的             招标活动，全权代表我

单位处理招标的有关事宜。 

  附授权代表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                   

职  务：                     

通讯地址：                   

电  话：                     

 

                          单位名称： （公章）                  

                       法人代表： （签章） 

 

  本授权书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_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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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设备性能及参数要求 

化学

发光

触控

成像

仪 

ChemiD
oc 
Touch  

伯乐

（BIO-R
AD） 

1. 硬件性能 
(1) 功能涵盖：化学发光，光密度成像，Stain-Free免染

成像等，应用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为： 
 核酸凝胶：Ethidium bromide、SYBR® Green、SYBR® 

Safe、SYBR® Gold、GelGreen™、GelRed™、Fast 
Blast™、Texas Red、Fluorescein、Oligreen、Picogreen、
GelStar； 

 蛋白凝胶：Coomassie Blue、Copper stain、Zinc stain、
Flamingo、Oriole、Silver stain、Coomassie Fluor 
Orange、SYPRO Ruby、Krypton； 

 印迹膜：Chemiluminescent、Colorimetric、SYPRO 
Ruby、Coomassie Fluor Orange、Alexa Fluor 488、
DyLight 488、Qdot 525、Qdot 565、Qdot 625。 

(2) *CCD检测器：增强型超冷CCD检测器，分辨率6.1M 
pixel（2,758x2,208）； 

(3) *12.1英寸触摸屏控制，支持多点触控功能（2点）； 
(4) *425nm处绝对Q/E（光电转化率）值：70％，绝对

Q/E峰值：75%@525nm； 
(5) *CCD暗电流：0.002 e/p/s；CCD读出噪音：6 e-rms，

提供弱光成像所需； 
(6) 使用f/0.95快速对焦镜头，提高进光量的同时完成自

动聚焦； 
(7) 自动优化曝光功能，所有成像过程均保持自动对

焦； 
(8) 16bit数据采集（65,536灰度级，4.8OD），所有样

品动力学范围>4个数量级； 
(9) 智能样品托盘技术，自动识别插入的样品盘类型，

选择成像功能； 
(10) *三种样品托盘设计：Chemi/UV/Stain-Free样品盘

（化学发光、紫外和免染样品成像）；白光样品盘

（将透射紫外转换为透射白光，考染、银染及其他

蛋白成像）；蓝光样品盘（SYBR®等荧光染料）可

选； 
(11) 光源：反射白光，透射紫外，透射白光（可选），

透射蓝光（可选）； 
(12) 紫外光源：302nm 
(13) *最大成像面积： 16.8 x 21 cm 
(14) UV防护板：方便直接用紫外平台进行样品肉眼观察

或切胶； 
(15) 自动模式，手动模式， 累积曝光模式，化学发光

预览模式； 
(16) 数据传输：USB及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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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累积曝光多次成像：可以在很长曝光时间内多次成

像，且每次成像的曝光时间可以累积，从而避免反

复曝光，而且用户可以挑选最中意的图像保存； 
(18) Stain-Free成像功能：可以实现样品蛋白质条带电泳

结束之后直接成像，无需固定、染色和脱色。 
 
2. 软件功能 
(1) #触屏软件控制系统； 
(2) *支持多用户操作，各用户可分别设置用户名及密

码，以保护数据安全； 
(3) 系统管理员功能，可定义其他用户操作权限，符合

FDA CRF32 PART11对电子签名要求； 
(4) 可通过USB及Ethernet输出原始格式数据，及TIF、

JPEG格式图片； 
(5) 显示过饱和像素保证精确定量； 
(6) 电脑分析软件可对数据进行优化、定量、分析图像

及报告输出； 
(7) 软件可自由安装于多台电脑，同时分析； 
(8) 添加各种格式的文字注释； 
(9) 自动条带检测，自动分子量测算，自动条带浓度测

算； 
(10) 相对含量百分数分析； 
(11) 绝对浓度、密度计算； 
(12) 12种预设染料颜色标记显示及输出； 
(13) 多幅图像合并显示并分析功能； 
(14) 报告输出：包括图像仪名称、仪器序列号、使用者

姓名、成像时间、光源名称、滤光片名称、泳道图

示、条带标注等； 
(15) 图像输出格式：.tif、.bmp、.png、.jpg、.mscn； 
(16) 数据输出方式：剪贴板输出、数据库输出、Excel

表格式输出、PDF输出； 
(17) 配有软件操作指南flash； 
(18) 软件免费升级； 
(19) 中文版、英文版软件自由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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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合同基本条款（可使用公司的标准模板） 

一、 说明 

1. 合同基本条款是指设备需方（以下简称甲方）和中标方（以下简称乙方）应

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并作为双方签约的依据。对于合同的其他条款，双方

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谈判中协商解决。 

2. 制定"合同基本条款"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二、 设备条款 

  甲、乙双方应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评标委员会确认的设备技术要求、质量标

准、数量和交货日期等作为本条款的基础。 

三、 技术资料 

1. 甲方应项乙方提供所购设备、配套设备、所属装置等有关技术资料。 

2. 乙方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用于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的有关

技术资料。 

四、 质量保证 

1. 乙方应按合同规定的设备性能、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设备。 

2. 乙方提供设备的质量保证期为现场安装验收合格之后 12 个月。如甲方不能

及时安装，最长不超过自到货之日起 3 个月。在保证期内因设备本身的质量

问题发生故障，乙方应负责免费修理和更换零部件。对达不到使用要求者，

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1) 退货处理：乙方应退回甲方支付的设备款，同时应承担该设备的直接费

用（运输、保险、检验、安装调试、设备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 更换设备：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直接费用。 

(3) 贬值处理。 

3. 在设备调试阶段，根据甲方要求，乙方应及时派出现场服务人员，处理现场

发生的有关质量技术问题，免费派人指导安装调试。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生质

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应在 24 小时内达到甲方现场。 

五、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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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方交货前应按合同规定的检验方法，作出全面检测。其记录附在质量证明

书内。但有关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量的检测不应视为最终检测。乙

方检验的结果和详细要求应在质量证明书中加以说明。 

2. 对重要关键设备，按合同规定由甲方负责，甲乙方共同验收。对一般设备，

由甲方验收。设备到货后，甲方应于 60 天日内验收完毕，验收不合格，乙

方无条件退、换货，并承担搬运、运输等费用，同时按延迟交货约定处理。 

六、 设备发运、包装及运输 

1. 乙方在交货前将合同号、设备名称、数量、件数等用电报或传真等通知甲方。 

2. 设备在运输中因包装不善造成的锈蚀、破损、丢失等均由乙方承担责任。包

装箱外应用不褪色的油漆，按规定达上清楚的包装标志。对无包装的设备应

系有金属标答。对重量超过 2 吨以上的货物，应表明中心所在位置。 

3. 运杂费由乙方承担。 

七、 交货期、交货地点及交货方式 

交货期及交货地点：参见招标邀请第 4 和第 5 条。 

交货方式：完税后交货。卖方须将备好的货物在买方指定地点交付，而且承

担将货物运至指定地点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并办理进口结关。 

八、 付款方式 

1. 合同签订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30%预付款，设备安装完毕后，由

乙方负责人验收、确认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下 70%尾款。 

2. 乙方在向甲方交货后、办理货款结算支付前，必须向甲方提交所供产品的全

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向甲方提交的票据必须符合国家税票管理的要求。 

九、 违约责任 

1.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加以双方规定。 

2. 乙方延迟交货的，每延迟一日向甲方承担合同总价每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超过 30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同时乙方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十、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 在执行合同期限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所至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

行期可延长，期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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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6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

同。 

十一、 仲裁、诉讼 

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

应提交买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决。 

十二、 合同生效及其他 

1. 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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