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采购项目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对监狱监管围墙电网隐患和围墙内侧、外侧照明、监管区

照明隐患进行整治。包含对电网网络恢复，各岗楼报警器恢复；拆除

围墙内侧、外侧照明、监管区路灯、庭院灯的灯具及线路，新建围墙

内侧、外侧照明、监管区路灯、庭院灯、监舍背后照明、厂房间照明

及线路系统。

二、技术及其他要求：
序

号
名称 数量

技术参数及要求

1
6 米户外

灯
32 套

一、灯杆要求：

1、材质：Q235 钢材。

2、工艺：杆体进行热镀锌、喷塑处理。

3、主杆：高度 6米，圆锥杆，上口径≥Φ60mm，下口径≥Φ

135mm，壁厚≥3mm。

4、底法兰≥280mm*280mm*14mm。

5、地笼≥4*M16*400,固定盘≥280mm*280mm*3mm。

二、灯体要求：

1、总体光源≥200WLED 灯。

2、单灯头设计。

▲3、采用单颗粒 LED 芯片结构，每颗芯片功率≥1W，LED 的

发光效率≥100 Lm/W。

▲4、灯具的整灯光效≥71 Lm/W。

▲5、使用寿命：≥50000h ，光衰小于初始值的 30%。

▲6、色温为 3000K±300K；色温一致性≤±5％。

▲7、显色指数≥60。

▲8、灯具的功率因数应≥0.95。

9、灯具外壳：采用铝合金压铸成型，高强度，耐冲击，灯体

表面高压静电粉末喷涂处理，耐腐蚀。防腐等级 WF2。表面

采用高温烤漆，壳体壁厚≥2.5mm，透明件需采用防眩光设计。

10、灯具密封设计：开合面宜采用内嵌密封条设计，凹凸型

槽贴合紧密，硅橡胶材质密封条耐高温老化，四周不锈钢螺

丝紧固。

11、整灯防护等级≥IP65。

2 庭院灯 36 套

一、灯杆要求：

1、材质：Q235 钢材。

2、工艺：杆体进行热镀锌、喷塑处理。



3、主杆：高度≥2.5 米，等径圆杆，口径≥Φ114mm，壁厚

≥3mm。

4、底法兰≥250mm*250mm*10mm。

5、地笼≥4*M16*400,固定盘≥250mm*250mm*3mm。

二、灯体要求：

1、总体光源≥50WLED 灯。

▲2、采用单颗粒 LED 芯片结构，每颗芯片功率≥1W，LED 的

发光效率≥100 Lm/W。

▲3、灯具的整灯光效≥71 Lm/W。

▲4、使用寿命：≥50000h ，光衰小于初始值的 30%。

▲5、色温为 3000±300K；色温一致性≤±5％。

▲6、显色指数≥60。

▲7、灯具的功率因数应≥0.95。

8、灯具外壳：采用铝合金压铸成型，高强度，耐冲击，灯体

表面高压静电粉末喷涂处理，耐腐蚀。防腐等级 WF2。表面

采用高温烤漆，壳体壁厚≥2.5mm，透明件需采用防眩光设计。

9、灯具密封设计：开合面宜采用内嵌密封条设计，凹凸型槽

贴合紧密，硅橡胶材质密封条耐高温老化，四周不锈钢螺丝

紧固。

10、整灯防护等级≥IP65。

3
围墙照明

灯
175 套

1、灯具额定功率≥80W，功率因数≥0.9，发散角度不小于

120°。

2、光源采用 LED 芯片，光效≥1101m/W，色温 3000±300K，

寿命 50000 小时以上。

3、壳体采用耐腐蚀压铸铝合金材料，表面采用高温烤漆，长

期使用不脱落，壳体壁厚≥2.5mm；透明件需采用防眩晕设计，

出光面平滑，不容易集尘积灰；外漏五金件采用 304 不锈钢

材质，表面喷耐腐蚀粉末，支架厚度≥3mm。

4、驱动电源采取胶封设计，防护等级≥IP65，隔离式恒流驱

动，恒流≤1330mA 输出；光源模组连接采用插拔式设计方便

散热和维护。

5、灯具配置 LED 芯片≥80 颗，单颗芯片损坏不影响整体照

明；电压波动不会对亮度产生影响。

6、灯具采用双重散热设计：一是采用 LED 模组贴铝基板（采

用超高导热型铝材料）、铝基板贴壳体的设计；二是壳体采用

散热筋设计，壳体结构采用散热筋加强散热，将 LED Ts 点

温度控制在 85℃以下，减少光衰；

7、整灯防护等级≥IP65，防腐等级≥WF2，至少包括侧壁、

吊杆和吸顶等安装方式；

4
屋顶照明

灯
25 套

1、灯具额定功率 400W，功率因数≥0.9，发散角度不小于

120°。

2、光源采用 LED 芯片，光效≥1101m/W，色温 5000±300K，

寿命 50000 小时以上。

3、壳体采用耐腐蚀压铸铝合金材料，表面采用高温烤漆，长



期使用不脱落，壳体壁厚≥2.5mm；透明件需采用防眩晕设计，

出光面平滑，不容易集尘积灰；外漏五金件采用 304 不锈钢

材质，表面喷耐腐蚀粉末，支架厚度≥3mm。

4、驱动电源采取胶封设计，防护等级≥IP65，隔离式恒流驱

动，恒流≤1330mA 输出；光源模组连接采用插拔式设计方便

散热和维护。

5、灯具配置 LED 芯片，单颗芯片损坏不影响整体照明；电压

波动不会对亮度产生影响。

6、灯具采用双重散热设计：一是采用 LED 模组贴铝基板（采

用超高导热型铝材料）、铝基板贴壳体的设计；二是壳体采用

散热筋设计，壳体结构采用散热筋加强散热，将 LED Ts 点

温度控制在 85℃以下，减少光衰；

7、整灯防护等级≥IP65，防腐等级≥WF2，至少包括侧壁、

吊杆和吸顶等安装方式。

5
监舍背后

照明灯
9套

1、灯具额定功率 200W,功率因数≥0.9，发散角度不小于

120°。

2、光源采用 LED 芯片，光效≥1101m/W，色温 3000±300K，

寿命 50000 小时以上。

3、壳体采用耐腐蚀压铸铝合金材料，表面采用高温烤漆，长

期使用不脱落，壳体壁厚≥2.5mm；透明件需采用防眩晕设计，

出光面平滑，不容易集尘积灰；外漏五金件采用 304 不锈钢

材质，表面喷耐腐蚀粉末，支架厚度≥3mm。

4、驱动电源采取胶封设计，防护等级≥IP65，隔离式恒流驱

动，恒流≤1330mA 输出；光源模组连接采用插拔式设计方便

散热和维护。

5、灯具配置 LED 芯片，单颗芯片损坏不影响整体照明；电压

波动不会对亮度产生影响。

6、灯具采用双重散热设计：一是采用 LED 模组贴铝基板（采

用超高导热型铝材料）、铝基板贴壳体的设计；二是壳体采用

散热筋设计，壳体结构采用散热筋加强散热，将 LED Ts 点

温度控制在 85℃以下，减少光衰。

7、整灯防护等级≥IP65，防腐等级≥WF2，至少包括侧壁、

吊杆和吸顶等安装方式。

6 路灯基础 68 个
1、C25 素混泥土基础。

2、尺寸≥600*600*800mm。

7 配电箱 3

1、尺寸：700（H）*500（W）*200（D）mm,允许±2%偏差。

2、配电柜，材质为大于 2MM 厚冷轧钢板，外表喷塑，具备防

水、防锈、防腐能力，输入电压为交流 380V±10%，配电柜

要求引入三相五线制电缆线。

3、需具备防雷、过压、过流、欠压、短路、断路以及漏电保

护措施。

4、配电柜内装需有漏电保护开关、空气开关、熔断器、延时

启动接触器、电源防雷器等保护功能，含避雷器。

5、需配备烟感，温感。



6、断路器、接触器等型号和数量详见设计图。

8 综合布线 1

1、YJV-5*10 电力电缆（铜芯）长度不少于 3200 米，YJV-3*6

电力电缆（铜芯）长度不少于 300 米，YJV-3*4 电力电缆（铜

芯）长度不少于 2200 米。

2、配套的电缆保护碳素波纹管和 pvc 管长度不少于 3500 米，

配套的电缆保护镀锌钢管长度不少于 160 米。

3、以上数量为预估数量，电力电缆、管材及相关安装辅材以

满足安装需要为准。

4、现有户外 6米高灯具 30 套、2.5 米高灯具 36 套、围墙照

明灯 149 套、厂房照明灯具 15 套的拆除并转运至指定地点。

5、所有布线必须符合《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6、满足 GB/T5023-2008 和 GB/T19666-2005 的要求。

7、场地内按规定布线并做好成品保护，需恢复因安装、拆除

被破坏的草坪、路面、墙面。

9
电网岗楼

报警器
8套

★详见参考图片，新增 8套电网岗楼报警器后，需将各报警

器与相应防区高压箱连接，恢复高压电网网络。报警器参考

图：

注：★1、所有灯具应符合 GB7000 系列国家标准和 3C认证，

供应商需单独提供承诺函。

2、提供灯具的实物图片。

3、以上带“▲”为重要技术参数不满足做扣分处理，带“★”

为实质性要求，未响应或不满足，按无效响应处理。

三、其他要求（评分使用）

供应商应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应包括①人员

配置及分工②生产研发制造能力③货源组织④包装运输⑤安装调试



⑥培训验收⑦时间进度安排⑧质量保障措施⑨应急预案⑩后期运行

维护等内容。

四、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付时间及地点

(1) 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30日内 (完成全部交货、安装调试

完毕并验收合格)。

(2) 交付地点： 四川省嘉陵监狱。

★2、支付方式：合同签订生效，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足额缴

纳的履约保证金，支付 10%的合同款项；成交供应商将全部设备和备

件交货，到达指定地点，向采购人提供支付凭证资料，经采购人确认

后，支付 50%的合同款项；成交供应商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按

采购人要求完成结算办理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支付凭证资料

后支付剩余结算款项。

★3、合同价款：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但

不限于包装、运输、安装调试、保险、风险、所有税费、验收合格交

付使用及保修期内保修服务与备用物件和磋商文件规定的其它全部

费用。

★4、验收标准及要求

(1) 符合《监狱建筑设计标准》(JGJ446-2018)、符合国家、行业

标准、四川省地方标准规定的验收标准。

(2) 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

合标准及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

购人与成交人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

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成

交人承担。

(3) 成交人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配件、随机工具、用户



使用手册、原厂保修卡等资料 (如有) 交付给采购人；成交人不能完

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必须负责补齐，否则视为未

按合同约定交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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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

购需求管理办法》 (财库〔2021〕22号) 的要求进行验收。

5、包装和运输

★ (1) 成交人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 》、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 》 (财办库〔2020〕123 号) 的

要求进行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

(2) 供应商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交付标的物。对于包装方式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签订协议进行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

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

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且有利

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

(3) 本次采购的标的物需要运输，供应商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

标的物运输至合同约定地点。供应商自行运输标的物或委托承运人运

输的，应为该批货物购买货物运输保险和运输工具航程保险，其损毁、

灭失的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6、保险

(1) 供应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

等方面的规定，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项目履约实际情况，购买涉及

上述履约风险的对应保险，保险金额以抵消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

所造成的财产、人身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2) 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履约的所有人员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如有退休人员或其他依法不能签订劳



动合同的人员应签订劳务合同，并为上述人员购买意外保险，涉及第

三者责任的还应当为其购买第三者责任险。

7、其他要求

(1) 成交人所提供的设备是经检验合格的全新正品，质量需符合

国家相关质量要求和标准，均由成交人提供其产品品质和一切服务保

障，并负责本项目设施设备的安装、调试。成交人不得以次充好，产

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厂家服务承诺及采

购单位的要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若设备验收时发现设备性能或功能

上不符合响应文件及采购合同技术规格要求，将被视为性能不合格，

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要求赔偿。

（2）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保期至少 3年，有国家行业质保要求

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3) 供应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及时向采购人通告本项目供

货的重大事项及其进度。

(4) 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采购人

的监督。

★ (5)由于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监所区域内，供应商必须严格遵

守采购人相关监管制度和新冠疫情防控制度的规定，做好人员、工具、

车辆、材料及违禁物品管控，落实人员在现场安装期间全程封闭隔离

管理的要求，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由此发生的费用采购人不另行支

付。

注：文件中带“★”项内容为本项目实质性要求，未响应或不满

足，按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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