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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总体情况一、项目总体情况

（一）项目名称： 思坡中心校优质均衡提升工程采购

（二）项目所属年度： 2022年

（三）项目所属分类： 货物

（四）预算金额（元）：509,150.00元 ，大写（人民币）：伍拾万零玖仟壹佰伍拾元整

最高限价（元）：509,150.00元 ，大写（人民币）：伍拾万零玖仟壹佰伍拾元整

（五）项目概况：

塑胶五人制足球场2400平方米，塑胶排球场650平方米以及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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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

（二）需求调查对象

宜宾市翠屏区思坡镇中心小学校

（三）需求调查结果

1.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学校设施完善工作

2.市场供给情况

无

3.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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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5.其他相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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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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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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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1.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面向的企业规模：中小企业

3.预留形式：项目整体预留

4.预留比例：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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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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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150.00 ，大写（人民币）： 伍拾万玖仟壹佰伍拾元整

最高限价（元）： 509,150.00 ，大写（人民币）： 伍拾万玖仟壹佰伍拾元整

2、评审方法：最低评标价法

3、定价方式：固定单价

4、拟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

1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体育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体育设备

数量数量 2,400.00 单位单位 项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403,200.00 单价（元）单价（元）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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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业

2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体育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体育设备

数量数量 650.00 单位单位 项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105,950.00 单价（元）单价（元） 1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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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业

标的名称：体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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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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服务采购项目基本服务采购项目基本情况情况

（一）宜宾市翠屏区思坡镇中心小学校拟采购学校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材料一

批；成交供应商在原有混凝土基层上铲除现有部分塑胶，通过清洗、打磨、找平等措

施后新铺面层，并进行排水沟清淤及维修，按采购人要求画出球场及各类标线等。（

详见清单）

（二）采购清单：（二）采购清单：

序序

号号

名称名称 颜色颜色 数量数量

单单

位位

备注备注

1
塑胶五人制足球

场

田园绿、果绿

双色（田径跑道

：红色）

240

0
㎡ 详细参数见“

技术参数及要求”

2 塑胶排球场 外绿内红 650 ㎡

注：后期有调整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情况进行调整。注：后期有调整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情况进行调整。

二、二、技术参数及要求技术参数及要求

（一）现浇型（混合型）田径场地、现浇型球类场地（硅（一）现浇型（混合型）田径场地、现浇型球类场地（硅PU）面层厚度要求）面层厚度要求

：：

项目类项目类

型型
指标指标 要求要求

400m
田径场地

平均厚

度≥13mm

除需加厚区域外，场地面层平均厚度应≥13mm,低于规定
厚度10%的面积应≤总面积的10%；任何区域的厚度均应≥10
mm,跳高起 跳区助跑道最后3m,三级跳远助跑道最后13m、
撑竿跳高助跑道 最后8m、掷标枪助跑道最后8m以及起掷弧前
端的区域厚度均应 ≥20mm,障碍赛跑水池落地区面层厚度应≥
25mm。

非400
m田径场地

平均厚

度≥13mm
场地面层平均厚度应≥13mm，低于规定厚度10%的面积

应≤总面 积的10%;任何区域的厚度均应≥10mm。
球类场

地

平均厚

度≥8mm
场地面层平均厚度应≥8mm；低于规定厚度10%的面积应

≤总面积的10%;任何区域厚度均应≥6mm。

（二）现浇型（混合型）田径场地、现浇型球类场地（硅（二）现浇型（混合型）田径场地、现浇型球类场地（硅PU）面层物理机械）面层物理机械

性能要求：性能要求：

项目类型项目类型 要求要求

冲击吸收/（%）

田径场地 35-50

球类场地 20-50

其他活动场地 25-50

垂直变形（㎜） 0.6-3.0

抗滑值/（BPN.20℃
）

田径场地 ≥47（湿测）
球类场地及其他活动场

地
80-110（干测）

渗水性面层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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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伸强度/（MPa） 非渗水性面层 ≥0.5

拉断伸长率/(%) ≥40

阻燃性能/级 Ⅰ

(三三)人造草面层成品及草丝的物理机械性能要求人造草面层成品及草丝的物理机械性能要求:

项目类型项目类型 要求要求

冲击吸收/(%) 45-70

垂直变形/(mm) 4-11

草丝拉断力/N
开网丝 ≥60

单丝 ≥10

单簇草丝拔出力/N ≥20

(四四)田径场地田径场地(混合型混合型)、球类场地、球类场地(硅硅PU)合成材合成材 料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料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

及气味要求及气味要求

项目类型项目类型 要求要求

有

害

物

质

含

量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总
和a/ (g/kg) ≤1.0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NOP、DINP、DIDP)
总和a/ (g/kg) ≤1.0

18种多环芳烃总和b/ (mg/kg)
≤50

≤20c

苯并［a］芘/(mg/kg) ≤1.0

短链氯化石蜡(C10-C13)/(g/kg) ≤1.5

4,4'-二氨基-3,3'-二氯二苯甲烷(MOCA)/(g/kg) ≤1.0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
酸酯(HDI)总 ≤0.2

游离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g/kg) ≤1.0

可溶性铅/(mg/kg) ≤50

可溶性镉/(mg/kg) ≤10

可溶性铬/(mg/kg) ≤10

可溶性汞/(mg/kg) ≤2

有

害

物

质

释

放

量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mg/(㎡•h)] ≤5.0

甲醛/[mg/(㎡•h)] ≤0.4

苯/[mg/(㎡•h)] ≤0.1

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和/[mg/(㎡•h)] ≤1.0

二硫化碳/[mg/(㎡•h)] ≤7.0

气味 气味等级/级 ≤3
①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具体名称见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

地》附录A。
②18种多环芳烃的具体名称见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附录

B。
③取距合成材料面层上表面5mm以内的部分进行测试。

（五）人造草坪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五）人造草坪面层成品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目类型项目类型 要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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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害

物

质

含

量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总
和a /(g/kg) ≤1.0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NOP、DINP、DIDP)
总和a/ (g/kg) ≤1.0

18种多环芳烃总和b /(mg/kg) ≤50

苯并［a］芘/(mg/kg) ≤1.0

可溶性铅/(mg/kg) ≤50

可溶性镉/(mg/kg) ≤10

可溶性铬/(mg/kg) ≤10

可溶性汞/(mg/kg) ≤2
有

害

物

质

释

放

量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mg/(㎡•h)] ≤5.0

甲醛/[mg/(㎡•h)] ≤0.4

苯/[mg/(㎡•h)] ≤0.1

甲苯、二甲苯和乙苯总和/[mg/(㎡•h)] ≤1.0

①“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具体名称见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
场地》

附录A。
②18种多环芳烃的具体名称见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附录B。

（六）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要求（六）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要求

项目类型项目类型 要求要求

有

害

物

质

含

量

18种多环芳烃总和a /(mg/kg)
≤50

≤20b

苯并［a］芘/(mg/kg) ≤1.0

可溶性铅/(mg/kg) ≤50

可溶性铬/(mg/kg) ≤10

可溶性镉/(mg/kg) ≤10

可溶性汞/(mg/kg) ≤2

气味等级b/（级） ≤3
①18种多环芳烃的具体名称见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附录

B。
②仅人造草面层填充用合成材料颗粒适用此项。

（七）非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七）非固体原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目类型项目类型 要求要求

有

害

物

质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总
和b/ (g/kg) ≤1.0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NOP、DINP、DIDP)
总和b/ (g/kg) ≤1.0

短链氯化石蜡(C10-C13)/(g/kg) ≤1.5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
酸酯(HDI)总和/ (g/kg) ≤1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g/L）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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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量

游离甲醛/（g/kg） ≤0.50

苯/（g/kg） ≤0.05

甲苯、二甲苯和乙苯总和/（g/kg） ≤1.0

可溶性铅/(mg/kg) ≤50

可溶性镉/(mg/kg) ≤10

可溶性铬/(mg/kg) ≤10

可溶性汞/(mg/kg) ≤2
①多组分样品，在测试游离甲苯二异氧酸酯(TDD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D总

和 时，应先检测固化剂样品中游离甲苯二异氣酸酯(TD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D
含量， 然后按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进行计算；其他检测项目按照产品明示的施工配比混合
后测定。

②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具体名称见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附录A。

标的名称：体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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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技术服务要求三、技术服务要求

（一）标准要求：（一）标准要求：

1、透气型塑胶面层：

（1）透气型塑胶跑道生产厂家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出具的 CQC、ISO 环境管

理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

（2）原材料环保要求技术参数指标，通过GB/T21603-2008化学品急性经口毒

性试验方法实验，并提供同时具有CMA和CNAS资质的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急性经口

毒性试验报告，提供检测报告。

（3）塑胶跑道材料采用国际标准产品认可，符合符合新国标GB36246-2018标

准，具有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认证证书。

2、硅 PU 球场面层：

（1）硅 PU 球场成品符合依据国标 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

场地)的全项技术指标，并提供合格的检测报告。

（2）硅 PU 球场厂家产品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出具的 CQC、环境管理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

（3）硅PU材料符合采用国际标准产品认可，产品成品符合GB36246-2018标

准；具有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证书。

（二）质量要求：（二）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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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
害他人的知识产权，并按照相关要求包装完好。

2、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 GB36246-2018 标准，以及本项目采购文
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原材料需有生产厂家的出厂自检合格报告。在
施工过程中由采购人委托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新国标取样要求对进场的原材
料进行检验，如果不合格必须停止施工。竣工验收前采购人委托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按新国标取样要求对面层成品（透气层塑胶面层、硅PU球场面层）及人工草
坪进行现场抽样检测。采购人依据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为合格
的报告为竣工验收的依据，如检测结果中三项有一项指标不合格，采购人将拒绝进行
竣工验收。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检测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中
标供应商负担，采购人有权到产品生产厂家生产场地检查货物质量和生产进度。

4、具有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及履约保障措施。

（三）售后服务：（三）售后服务：

1、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三年(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2、供应商应有完善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

宜，必要的售后机具配置、具有专门的服务电话。

3、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 4小时内响应到场，24 小时内

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供应商在接到通知 24小时内未到场的，

则由采购人代为维修，单价根据市场价确定，费用由供应商按照实际维修总费用向采

购人维修部门支付。

4、供应商每年须对跑道巡检 2 次，同时根据巡检情况及时做好售后服务。

5、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其他有利于项目售后保障措施。

5、供应商一般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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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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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需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签章。

2 供应商应提供健全的财务

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需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签章。

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

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

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

动；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

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

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

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供应商需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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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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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供应商为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申明函》原件；供应商为监狱企业应当提供

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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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单价

3）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

4）合同履约地点：宜宾市翠屏区思坡镇中心小学校

5）支付方式：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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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汇票/本票，保函/保险

缴纳说明：合同签订之前，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交纳成交金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在项目验收合格满后15个

工作日无息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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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付款条件说明： 安装铺设工程全部竣工并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7.00

%；

2、 付款条件说明： 质保期满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 %；

9）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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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1.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三年(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2.质保期内出现质量

问题，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 4小时内响应到场，24 小时内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供应商在接到通知 24

小时内未到场的，则由采购人代为维修，单价根据市场价确定，费用由供应商按照实际维修总费用向采购人维修部门支付。

11）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在项目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于采购人，在项目验收后移交采购人；因投标人所

投标产品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由投标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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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采购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质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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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

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采购人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3）仲裁裁决应为最

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4）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5）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部分外，

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14）合同其他条款：无

9、履约验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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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5）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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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内组织验收

8）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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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技术履约验收内容：以供应商响应文件响应内容以及竞争性谈判文件约定内容为准。

10）商务履约验收内容：以供应商响应文件响应内容以及竞争性谈判文件约定内容为准。

11）履约验收标准：按照GB36246-2018塑胶跑道新国标主要检测项目和增加测试项目标准进行检测。采购人依据

由质量检测报告中的指标结论对照采购文件及国家相关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12）履约验收其他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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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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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