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
商务要求

一、采购项的技术、服务要求

1、采购项目的品种、技术参数及要求

序

号

标

的

名

称

内页图片
单

位

幅面

（开）

规格 宽×

高(mm）
参数

1

小

字

本

本 32
130×

184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本 32 130×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2 习

字

本

184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3

拼

音

本

本 32
130×

184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4

大

字

本
本 16

260×

184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5
美

术

本

本 16 260×

184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6
几

何

本
本 16

260×

184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7 作

业

本

本 16 260×

18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8

作

文

本
本 16

260×

184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9

英

语

本

本 16
260×

184

1.全新；

2. 封面/封底：纸张定量：≥

80g /㎡，原浆纸；印刷内容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要求，彩色印刷，图案、

文字印迹清晰、完整；套印偏差≤

0.3mm；

2.内芯：纸张定量：≥65g/㎡，

采用防近视纸张，页数（内页+封

面）：32 （ 双面印刷）+4，不应

缺张（不包括封面封底）；亮度≤

85.0%；施胶度≥0.75mm；双面印刷，

印划线两面对线误差≤1.0mm；偏斜

±2mm；断线距离10mm~20mm，每本

不超过 2 页；破页≤10mm，每本不

超过 1 页；白页不可有；脏迹

10mm2~20mm2，每本不超过 2 页；

4 装订：骑马装订，装订偏差，

以书背装订的部分铁订本，装订居

中，偏离书背应在±1.0mm 以内；

铁丝和线圈末端等危险锐利尖端

不应外翘，转触无突出感；

5.作业本成品规格与标准要

求一致，最大尺寸偏差不超过±

1.5mm；

6.封面印刷部分经脱色，不应

染有颜色。

注：（1）供应商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必须与采购文件一致或优于采购文件。

（2）本项目属于行业为:工业。

2、所投产品相关的证明材料及样品

（1）供应商所投产品必须符合 QB/T1437-2014 标准，所投产品是全新的且

具有防近视功能，提供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防近视作业本及防近视纸张一套（含

参数说明）完整的佐证材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2）样品：提供 32 开的拼音本、小字本、习字本各 1 本；16 开的大字本、



美术本、英语本、作文本、作业本、几何本各 1 本。

（3）检测报告：供应商须提供本次所投产品（指：16 开美术本、16 开作

业本、16 开英语本、16 开作文本、16 开几何本）同批次的合格检测报告各 1

个，共五个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必须是具有检测资质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的检测报告。

3、采购数量及品种

根据我区现有小学 1-2 年级学生 12502 人，3-6 年级学生 26589 人，7-9 年

级学生 16381 人，共计约 55995 人；采购 2022—2023 学年两个学期学生作业本。

具体品种数量如下表(可根据学生作业本采购限额,1-6 年级每生每期 15 元，7-9

年级每生每期 20 元进行调整)。

年级 品名 幅面 宽×高(mm）
内芯张数

（页）

数量（个/生•
期）

折合 16 开

（个/生•期）

1-2 年级

小字本 32 开 130×184

≥32

10

25

习字本 32 开 130×184 10

拼音本 32 开 130×184 10

作业本 32 开 130×184 14

美术本 16 开 260×184 3

3-6 年级

作业本 16 开 260×184

≥32

8

25

作文本 16 开 260×184 3

小字本 16 开 260×184 8

大字本 16 开 260×184 1

英语本 16 开 260×184 3

美术本 16 开 260×184 2

7-9 年级

作业本 16 开 260×184

≥32

16

33

作文本 16 开 260×184 2

几何本 16 开 260×184 3

大字本 16 开 260×184 1

英语本 16 开 260×184 10

美术本 16 开 260×184 1

注：投标产品单价以元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16K 作业本最高限

价每本 0.60 元，32K 作业本最高限价每本 0.30 元。



二、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及要求：每学期开学前(最迟不得超过开学当日)，中标（成交）

供应商必须把当期所有作业本配送到广安市广安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指定学校

内指定地点。

2、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每学期学生作业本配送完毕、验收合格后，广安

市广安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根据全广安区学校收货清单统计核实数量和金额，并

与成交供应商核对无误后报区财政局审核；成交供应商根据区财政局审核的金额

开具合法、有效、相同金额的完税发票后，区财政局将货款据实划拨给成交供应

商。

3、报价要求：本次采购作业本已单价进行报价，16K 作业本最高限价每本

0.60 元，32K 作业本最高限价每本 0.30 元。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最高限价 171

万元（壹佰柒拾壹万元整）。

供应商所投产品的报价含合同、货物、税费、保险、运输、售后服务及不可

预见费用等一切费用。

4、履约验收：

4.1 采购人应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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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 号）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4.2 货物到达现场后，成交供应商应在使用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清点、

检查外观，作好记录，双方签字确认。

4.3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学校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等情况，由

供应商负责调换、补齐或赔偿。

4.4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货物的合格证。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成交供应商须向广安市广安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缴纳合同总金

额 10%的履约保证金（交款方式：履约保证金可以以支票、汇票、本票或金融机

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合同按要求履行完毕后，广安市广安区教育



科技和体育局在 1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保证金。

收款单位：广安市广安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开户行：建行广安分行洪州路分理处

银行账号：51001748644051500354—07005

（备注栏填写：广安区学生作业本履约保证金）

6、完全责任：货物配送过程中的所有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供

应商提供承诺函）。

7、包装要求：所投产品的包装必须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

行）》规定。

8、违约责任：

8.l 相关学校无正当理由拒收作业本，应向成交供应商偿付货款总额 10％的

违约金及相关费用。

8.2.成交供应商所交作业本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及采购文件

规定标准，学校可拒收；中标企业不能按采购文件及合同规定交货，学校有权拒

收或者终止履行合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且成交供应商必须向

广安市广安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偿付应付货款总额 lO％的违约金及相关费用

(直接在成交供应商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履约保证金不够扣除的成交供应

商须另行交纳)。

9、质保及售后：

9.1 质保期为：2022—2023 学年两个学期内。

9.2 在质保期内，发现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作业本，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使用学

校通知后 10 日内免费更换。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1、采购项目的品种、技术参数及要求
	二、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商务要求
	7、包装要求：所投产品的包装必须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