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根据男性戒毒人员日常生活需要，结合采购人库存情况本年度拟购置一批被

服装具，主要包括：春秋装、夏装、冬装、病员服、秋衣套装、棉衣、棉马甲、

平角裤（男）、棉袜、1.5kg 棉絮、2.5kg 棉絮、垫絮、被套、被单、枕芯、枕

套、单人凉席等。

二、采购清单及限价

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

(元)
所属行业

1 春秋装（核心产品） 套 139 工业

2 病员服 套 92 工业

3 夏装 套 77 工业

4 冬装（核心产品） 套 152 工业

5 棉衣 套 183 工业

6 棉马甲 件 88 工业

7 秋衣套装 套 68 工业

8 被套（核心产品） 床 97 工业

9 被单 床 48 工业

10 枕套 件 20 工业

11 平角裤 件 11 工业

12 棉袜 双 6 工业

13 单人凉席 床 45 工业

14 枕芯 个 26 工业

15 垫絮 床 90 工业

16 1.5kg 棉絮 床 92 工业

17 2.5kg 棉絮 床 107 工业

注：具体的采购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供货期内实际结算货款不超过采购预算。



三、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统一标准 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

1▲
春秋装（核

心产品）

执行现行的《国

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

涤棉混纺纱卡，棉 60%，涤纶 40%(偏

差±5%)，纱织 21s×21s(偏差±15%)，

密度：经密 425 根/10cm，纬密 228 根

/10cm(偏差±15%),克重 185g/㎡(偏差

±15%)。

2 病员服

执行现行的《国

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

涤棉混纺三粒格，棉 60%，涤纶 40%(偏

差±5%)，纱织 21s×21s(偏差±15%)，

密度：经密 390 根/10cm，纬密 195 根

/10cm(偏差±15%),克重 180g/㎡(偏

差±15%)。

3 夏装

执行现行的《国

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

上衣：涤棉混纺针织平纹(棉 60%，涤

纶 40%)，纱织 21s×21s (偏差±15%)，

克重 180g/㎡(偏差±15%)； 下裤：涤

棉混纺梭织(棉 60%，涤纶 40%)，克重

145g/㎡(偏差±15%)。

4▲
冬装（核心

产品）

执行现行的《国

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

涤棉混纺纱卡，棉 60%，涤纶 40%(偏差

±5%)，纱织 21s×16s(偏差±15%)，密

度：经密 470 根/10cm，纬密 235 根

/10cm(偏差±15%),克重 235g/㎡(偏差

±15%)。

5 棉衣

执行现行的《国

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

面料 95%棉(偏差±5%)+5%氨纶(偏差±

3%)，填充物为 100%聚酯纤维(仿丝棉)，

克重 240g/㎡(偏差±5%)。

6 棉马甲

执行现行的《国

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

面料与里料为 100%聚酯纤维，填充物

为 100%聚酯纤维(仿丝棉)，克重 240g/

㎡(偏差±5%)。



7 秋衣套装

执行现行的《国

家纺织产品基本

安全技术规范》

普梭棉 CVC 针织布，要求克重≥200g/

㎡，其中含棉 90％(偏差±5%)，涤纶

10％(偏差±3%)，麻灰色。

8▲
被套（核心

产品）

执行现行的《被、

被套类产品国家

标准》

面料为棉涤印花布，80%棉(偏差±5%)、

20%涤纶(偏差±5%)。纱支 18s×

18s(偏差±15%)，经密≥250 根/10cm,

纬密≥210 根/10cm，摩擦色牢度(湿)

≥2～3级，水洗尺寸变化率±4.0%，规

格：2.2m×1.53m(偏差±5cm)。

9 被单

执行现行的《床

单类产品国家标

准》

面料为棉涤印花布，80%棉(偏差±5%)、

20%涤纶(偏差±5%)。纱支 18s×18s(偏

差±15%)，经密≥250 根/10cm,纬密≥

210 根/10cm，摩擦色牢度(湿)≥2～3

级，水洗尺寸变化率±4.0%，规格：

2.15m×1.4m(偏差±5cm)。

10 枕套

执行现行的《枕、

垫类产品国家标

准》

面料为棉涤印花布，80%棉(偏差±5%)、

20%涤纶(偏差±5%)。纱支 18s×

18s(偏差±15%)，经密≥250 根/10cm,

纬密≥210 根/10cm，摩擦色牢度(湿)

≥2～3 级，水洗尺寸变化率±4.0%，

规格 ：47cm×72cm(偏差±3cm)。

11 平角裤

执行现行的《棉

针织内衣类产品

国家标准》

面料为 47.5%棉，47.5%莫代尔纤维，5%

氨纶(偏差±3%),克重 175g/㎡(偏差±

15%)。

12 棉袜

执行现行的《袜

子类产品国家纺

织行业标准》

70%棉(偏差±5%)，聚酯纤维 25%(偏差

±5%)， 5%氨纶(偏差±3%) 。袜筒

13cm(偏差±0.5cm)。

13 单人凉席
满足国家及行业

相关标准

竹条凉席，颜色为中青。规格：85cm×

190cm(偏差±3cm)。



14 枕芯

执行现行的《枕、

垫类产品国家标

准》

填充物 100%聚酯纤维，重量≥0.75kg。

面料 100%聚酯纤维。规格： 40cm×

70cm(偏差±3cm)。

15 垫絮

执行现行的《梳

棉胎类产品国家

标准》

等级 2 级棉胎。重量 1.5kg(偏差±

5%)，规格：90cm×200cm(偏差±5cm)。

16 1.5kg 棉絮

执行现行的《梳

棉胎类产品国家

标准》

等级 1级棉胎。重量 1.5kg(偏差±5%)，

规格：150cm×200cm(偏差±5cm)。

17 2.5kg 棉絮

执行现行的《梳

棉胎类产品国家

标准》

等级 1级棉胎。重量 2.5kg(偏差±5%)，

规格：150cm×200cm(偏差±5cm)。

★18.其他要求（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所投产品满足“技术要求”表中的统一标准，所有的纺织产品还需执行

现行的《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2.序号 1～7货物（服装类）总体要求：正面左胸口定制有粘条，粘条上

方缝制四川戒毒 Logo，后背印制“四川戒毒”字样，详见参考图样；

3.序号 8～10货物（床具类）总体要求：蓝色方格布，印制“强制隔离戒

毒”字样，详见参考图样；耐摩擦色牢度(干)≥3 级；甲醛≤75mg/kg，pH值

4.0～8.5，禁用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无异味；

4.所有产品不能有任何金属件、不能有可拆解的单独绳带、质量应符合国

家标准；

5.偏差值设定超过了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以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准；



四、参考图样











以上参考图样为四川戒毒系统统一制作，供应商忽略本项目采购品目以外的

图样，仅参考与本项目相关的制作款式，新式 Logo 样式及尺寸图如下(Logo 缝

制位置：服装类缝制在左前胸适当位置，背面印制“四川戒毒”字样；装具类印

制在产品显眼位置)。

1. 背后四川戒毒规格：字体方正正中黑简体，衣服背后“四川戒毒”宽为 26.8厘米，单个

字高为 5.9厘米，每个字间距为 1.5厘米，行距为 2厘米。

2. 胸前绣花标准：按照比例图样比例，衣服上的规格为宽 6.5厘米，高 6.8厘米



★五、商务要求

(一)履约时间和地点：

1.履约时间：政府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后 60 个日历天内，完成交货及验收(如

由于采购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验收的，时间顺延)；交货验收时须提供

产品质检部门从本批次产品抽样检查合格的检验报告。

2.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质保期：一年(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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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5%

缴纳方式：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保函/保险

缴纳说明：非现金方式缴纳。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供货，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

由采购人一次性无息退还至成交供应商。

(四)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后，采购人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作为预付款；中标

人在规定的交货时间内交货并经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在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剩

余货款。

2.中标人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

结算。

(五)报价要求及合同价款：

1.本项目的报价须包含采购费、成本费、运输、利润、税金、售后服务等一

切费用，报价应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

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费用，采购文件未列明

而供应商认为所必需的费用也须考虑进报价中。

2.供应商所投产品任何一单价报价超过单价最高限价的响应文件无效。供

应商的单价报价必须为唯一的固定数值，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得变更。

3.合同价款=∑各产品单价报价×实际采购数量（具体的采购数量以采购人

实际需求为准，供货期内实际结算货款不超过采购预算。）

(六)项目验收方法和标准



1.供应商完成项目所有工作后并提出验收申请后 5 日内进行验收，验收合

格，双方签署《验收报告》；

2.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

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

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文件及投标

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采购人有权抽取供应商所配送的货物送至国家相关检验机构进行 1 至 2

次检验。若送检质量不合格，将依据合同条款进行处罚，若 2次抽检不合格，则

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中止合同。情节严重者，按合同违约条款赔偿；

4.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后 1 小时内响应，24 小

时内到场，120 个小时内完成更换。如货物经供应商 2 次调换仍不能达到本合

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

违约责任。货到现场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问题，供应商应负责修复，但

费用由采购人负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

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注：1、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中注“★”号需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本章标注“★”号的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作

无效投标处理。

3、本章标注“▲”号的为本项目的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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