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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 目总 体 情 况

(-)项 目名称: 宜宾市翠屏区2O22午再生稻高产技术示范尿素采购项 目

(工 )项 目所属年度: 2022年

(工 )项 目所属分类: 货物

(四 )顶算金额 (丿 o):565`00O.00丿 C,大写 (人民币):伍拾陆万伍仟兀辂

(五 )项 目概况;为进一步提高我Ⅸ水稻生产水平,做好晚秋粮食作物生产工作,切实保障全区粮食安全,加快农户增收

步伐,根据国家调查队四川省总队对我市提高小春粮食种植强度的建议和市农业农村局 《关丁切实抓好2022年晚秋生产的通

知》((2021)107)耍 求,2022年 1万亩再生稻高产示范片建设任务分解落实到我区李庄镇、牟坪镇、李端镇3个 乡镇,需采

购尿素一批。

(六 )本项日是否有为采购项日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日管埋、监埋、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否

二 、项 目需求 调 查情 况

依据 《政府采购薷求管理办法》的规定,本项 日不需要需求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

·本项 日属于以下应当展开需求的情形

·本项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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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采购项日历史成交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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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采购绍织形式:分散采购

(△ )预算采购方式:非公开招标

采购方式:竟争忤谈判

(三 )本项目是台单位自行细织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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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专闸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不专闸面向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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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存在叫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

实现的情形

注;监豺企业仍 物 泓 福和荜位裙河 /y呦企业。



(六 )是 否采购环境标识产品:否

(七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否

(八 )项 目的采购标的是否包含过凵产品:否

(九 )采购标的是否属于政府购
`服

务:否

(十 )是否属于政务信息系统项 H:否

(十一 )是否省属高校、科研院丿:刊 研设备采购:否

(十 工 )是否属 TPPP项 目:否

(十工 )是否属 T一签多年项目:否

四 、项 目需求 及 分 包 情 况 、采 购 标 的

(一 )分包 名称 :合 同包一

1、 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l泛 的相关政策

1)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 预算金额 (元 ):565`000.0O,大 写 (人 民币): 伍拾陆万伍仟元整

最高限价 (元 ): 565`000,OO,大 写 (人民币): 伍拾陆万伍仟元整

3、 评审方法:最低评标价法

4、 定价方式:H定总价

5、 是否支持联合体投标:否

6、 是否允许合同分包选项:否

7、 拟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

1

采购品 目 皋础化学品及相关产品 标的名称 纂础化学品及相关产品

数 量 1.00 单位 项

合计金额 (元 ) 565,000.00 单价 (元 ) 565,000,00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采购内容个涉及节能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采购内容不涉及环保

是否采购进 冂产品 不
囗 标的物所属行业 ⊥ 业

标的名称:基础化学品及相关产 |‖ l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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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尿 索

总氮质景分数大于等于45%;

2,其佘指标彳守合GB/T2440ˉ 2

017相 关标准。

19482

76

2900

氵i∶ :根据巾标巾价来确定实际货物数最,实际数景计箅公式:实际数景=预箅金额÷巾标巾价

序 号 资格要求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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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

全的财务会讠|制 度; 3,具 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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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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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按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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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项日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

项日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

参加该采购项日的其他采购活动。

供应商需在项日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填写 《响应函》完成

承诺并进行电子签章。

8、 供应商一般资格耍求

9、 供应商特殊资格要求

序 号 资格要求名称 资格要求详细说明

无

10、 分包的评审条款

评审项编号 一级评审项 =级评审项 详细要求 分 值 客观评审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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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合同签订之 日起15日

4)合 同履约地点:宜宾市翠屏区

5)支付方式:一次付清

6)履约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



中标/成交供应尚是否需要缴纳履约保证金:是

履约保订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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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7)质量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耍缴纳质量保证金:否

8)合同支付约定 :

l、 付款条件说明: 全部货物验收合格 ,达到付款条件起 7冂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C%:

9)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采购方验收全部货物,并现场抽样送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舍恪。其他未尽事宜

应严格按照 《财政部关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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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耍求进行验收。

10)质 量保修范罔和保修期: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 。

11)知 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合格的货物 (含使用说明私等 )且权属清楚- 个得侵害他人的知

识产权。

12)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货物制造颀量出现问题,供应商应负责包换、包退,费用由供应

"负
担。货到现场后

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供应商亦应负责包换、包退 ,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

13)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1供应商应当遵守采购人的相关项 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丿:′ ∶条款,实施亢成

采购合同应当亢全满足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若供应商瑕疵履行采购合同,采购人 Ⅰ权向供应商要求赔

偿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伞,若造成相关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2有下列 占形之一的,当事人

可以解除合同: 2.△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日的 (山 十非供应商或采购人原因,致使合同实质性条款无法实现的):

2,2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2,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 仃其他违约行为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日的: 2.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3、 解决争议的方法 3,1因 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山 采购人或共指定的第

三方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2合

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项日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中清仲裁。 3.3

仲裁裁决应为最终诀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4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3.5在仲裁J"间 ,除 T在进行仲

栽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14)合同其他条款:无

12、 履约验收方案

1)验收组织方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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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邀清服务对象:否

5、 是否邀清第
=方

检测机构:否

6、 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7) 履约马佥刂攵日寸丨司:

供应商提出验收申清之口起5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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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见招标文件产品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

10)商 务履约验收内容:1供应商应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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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具有专门

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须能在两地车程加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埋问题。 2供应商针对本项 目向采购人提供免费现场培训服务 ,

培训人数和地点由采购人指定,并在培训后免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3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后2小时内到

场 ,24小时内完成更换。 4货物经供应商3次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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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履约验收标准:采购方验收全部货物,并现场抽样送具有资质的第二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

按照 《财政部关 T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霈求和履约验收管埋的指导意见》 (财库 (2016)205号 )的耍求进行验收。

12)履约验收其他事项:无

五 、风 险控 制 措 施 和 替代 方案

该采购项日按照 《政府采购需求管埋办法》第二 卜五条规定,本项日是否需要组织风险判断、提出处置措施和替代方

案: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