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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总体情况一、项目总体情况

（一）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

（二）项目所属年度： 2022年

（三）项目所属分类： 货物

（四）预算金额（元）：420,000.00元 ，大写（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

最高限价（元）：420,000.00元 ，大写（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

（五）项目概况：

一辆国产越野车，8挡手自一体，排量3.0T。

（六）本项目是否有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否

二、项目需求调查情况二、项目需求调查情况

依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规定，本项目不需要需求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本项目属于以下应当展开需求的情形

·本项目属于以下可以不再重复开展需求调查的情形

（一）需求调查方式

（二）需求调查对象

（三）需求调查结果

1.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2.市场供给情况

3.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情况

4.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升级更新、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情况

5.其他相关情况

三、项目采购实施计划三、项目采购实施计划

（一）采购组织形式：政府集中采购

（二）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本项目是否单位自行组织采购：否

（四）采购包划分：不分包采购

（五）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1.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不专门面向的原因：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

实现的情形

注：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六）是否采购环境标识产品：是

（七）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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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的采购标的是否包含进口产品：否

（九）采购标的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否

（十）是否属于政务信息系统项目：否

（十一）是否属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否

（十二）是否属于PPP项目：否

四、项目需求及分包情况、采购标的四、项目需求及分包情况、采购标的

（（一一）分包名称：）分包名称：合同包一合同包一

1、预算金额（元）：420,000.00 ，大写（人民币）： 肆拾贰万元整

最高限价（元）： 420,000.00 ，大写（人民币）： 肆拾贰万元整

2、评审方法：最低评标价法

3、定价方式：固定总价

4、拟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

1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乘用车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乘用车（轿车）

数量数量 1.00 单位单位 项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420,000.00 单价（元）单价（元） 420,000.00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是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是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交通运输业

标的名称：乘用车（轿车）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配置要求配置要求

序号序号 名称名称 配置及说明配置及说明

*1
总长(mm)/总宽(mm)/总高(

mm) ≥5035×1989×1756

*2 燃油种类 汽油

*3 环保标准 国VI

4 发动机功率（KW） ≥245

5 最大扭矩（N.M） ≥445

*6 发动机排量（ml） ≥2951

*7 气缸数(个) 6

8 最大马力 ≥337

9 座位数 ≥5座

10 轴距（mm）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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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整备质量（kg） ≥2282

12 供油方式 直喷

13 变速箱 ≥8挡手自一体

*14 驱动方式 前置四驱

15 中央差速器结构 多片离合器

16
悬挂系统

前悬架：双横臂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梯形臂式

多连杆悬架或优于

17 车身机构 承载式

18 主/副驾驶安全气囊 有

19 前排侧气囊 有

20 前排头部气囊(气帘) 有

21 ABS防抱死 有

22 制动力分配（EBD/CBC等） 有

23 刹车辅助（EBA/BAS/BA等） 有

24
牵引力控制（ASR/TCS/TRC

等） 有

25
车身稳定控制（ESC/ESP/DS

C等） 有

26 自动驻车 有

27 发动机防盗 有

28 行车电脑显示屏幕 彩屏

30 中控彩色屏幕 触控液晶屏

31 远程启动功能 有

32
道路呼叫救援

有

配置要求配置要求

序号序号 名称名称 配置及说明配置及说明

*1
总长(mm)/总宽(mm)/总高(

mm) ≥5035×1989×1756

*2 燃油种类 汽油

*3 环保标准 国VI

4 发动机功率（KW） ≥245

5 最大扭矩（N.M） ≥445

*6 发动机排量（ml）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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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气缸数(个) 6

8 最大马力 ≥337

9 座位数 ≥5座

10 轴距（mm） ≥3008

11 整备质量（kg） ≥2282

12 供油方式 直喷

13 变速箱 ≥8挡手自一体

*14 驱动方式 前置四驱

15 中央差速器结构 多片离合器

16
悬挂系统

前悬架：双横臂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梯形臂式

多连杆悬架或优于

17 车身机构 承载式

18 主/副驾驶安全气囊 有

19 前排侧气囊 有

20 前排头部气囊(气帘) 有

21 ABS防抱死 有

22 制动力分配（EBD/CBC等） 有

23 刹车辅助（EBA/BAS/BA等） 有

24
牵引力控制（ASR/TCS/TRC

等） 有

25
车身稳定控制（ESC/ESP/DS

C等） 有

26 自动驻车 有

27 发动机防盗 有

28 行车电脑显示屏幕
彩屏

30 中控彩色屏幕 触控液晶屏

31 远程启动功能 有

32 道路呼叫救援 有

配置要求配置要求

序号序号 名称名称 配置及说明配置及说明

*1
总长(mm)/总宽(mm)/总高(

mm) ≥5035×1989×1756

*2 燃油种类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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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环保标准 国VI

4 发动机功率（KW） ≥245

5 最大扭矩（N.M） ≥445

*6 发动机排量（ml） ≥2951

*7 气缸数(个) 6

8 最大马力 ≥337

9 座位数 ≥5座

10 轴距（mm） ≥3008

11 整备质量（kg） ≥2282

12 供油方式 直喷

13 变速箱 ≥8挡手自一体

*14 驱动方式 前置四驱

15 中央差速器结构 多片离合器

16
悬挂系统

前悬架：双横臂式独立悬架  后悬架：梯形臂式

多连杆悬架或优于

17 车身机构 承载式

18 主/副驾驶安全气囊 有

19 前排侧气囊 有

20 前排头部气囊(气帘) 有

21 ABS防抱死 有

22 制动力分配（EBD/CBC等） 有

23 刹车辅助（EBA/BAS/BA等） 有

24
牵引力控制（ASR/TCS/TRC

等） 有

25
车身稳定控制（ESC/ESP/DS

C等） 有

26 自动驻车 有

27 发动机防盗 有

28 行车电脑显示屏幕 彩屏

30 中控彩色屏幕 触控液晶屏

31 远程启动功能 有

32 道路呼叫救援 有

5、供应商一般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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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资格要求名称资格要求名称 资格要求详细说明资格要求详细说明

1 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填写《投标函》完成承

诺并进行电子签章。

2
供应商应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

料；供应商应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

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需在
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如不需要可要求供应商不响应）

6、供应商特殊资格要求

序号序号 资格要求名称资格要求名称 资格要求详细说明资格要求详细说明

7、分包的评审条款

评审项编号评审项编号 一级评审项一级评审项 二级评审项二级评审项 详细要求详细要求 分值分值 客观评审项客观评审项

8、合同管理安排

1）合同类型：买卖合同

2）合同定价方式：固定总价

3）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

4）合同履约地点：普格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5）支付方式：一次付清

6）履约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履约保证金：是

履约保证金缴纳比例：5%

缴纳方式：银行转账

缴纳说明：中标后3日内缴纳

7）质量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质量保证金：否

8）合同支付约定：

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达到付款条件之日起3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0%。

9）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现场一次性交付

10）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三年

11）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无

12）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无

13）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按合同为准

14）合同其他条款：无

9、履约验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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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2）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否

3）是否邀请专家：否

4）是否邀请服务对象：是

5）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否

6）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7）履约验收时间：

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日内组织验收

8）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无

9）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合同签订内容

10）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合同签订内容

11）履约验收标准：按照合同签订内容

12）履约验收其他事项：无

五、风险控制措施和替代方案五、风险控制措施和替代方案

该采购项目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本项目是否需要组织风险判断、提出处置措施和替代方

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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