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第三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

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

3.1采购项目概况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四川天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项目。本项目共3个包，其中第1包为综合食

品安全抽检，第2包为经营环节食用农产品专项抽检，第3包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抽检。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215,75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215,75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序号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数量
标的金额标的金额 

（元）（元）

计量计量

单位单位

所属行所属行

业业

是否核是否核

心产品心产品

是否允许是否允许

进口产品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是否属于

节能产品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是否属于环境

标志产品标志产品

1
区本级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

2,36

0.00

3,068,00

0.00
批

其他未列

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2
市级监督任务

抽样

650.

00

68,250.0

0
批

其他未列

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 风险监测
100.

00

79,500.0

0
批

其他未列

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采购包2：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712,5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712,5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序号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数数

量量

标的金额标的金额 

（元）（元）

计量计量

单位单位

所属行所属行

业业

是否核是否核

心产品心产品

是否允许是否允许

进口产品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是否属于

节能产品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是否属于环境

标志产品标志产品

1
经营环节食用农

产品专项抽检

75

0.0

0

712,500.

00
批

其他未列

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采购包3：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21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2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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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序号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数量数量
标的金额标的金额 

（元）（元）

计量计量

单位单位

所属行所属行

业业

是否核是否核

心产品心产品

是否允许是否允许

进口产品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是否属于

节能产品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是否属于环境

标志产品标志产品

1
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专项抽检

1,10

0.00

1,210,00

0.00
批

其他未列

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区本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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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1、承检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所有样品抽样、检验及平台录入工作。

天府新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总表

包号 标的名称 内容
最高限价（元/

批次）

完成时限

01
综合食品

安全抽检

区本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6

0 批次 1300
2023年11月

30日前

(二) 承检机构任务分工

1.根据合同约定，细化抽检实施方案，负责实施食品抽样、实验室检测、结果判定、数据报送和

分析报告撰写等工作。

(三) 抽样工作

食品抽样应当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抽验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

范》执行，使用上级部门规定的电子抽样系统，抽检编号按照总局要求统一抽样编号：

1、抽样区域和对象

①区级食品抽检计划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抽检高风险食品品种。抽样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抽样的科

学性、随机性和实效性，选择抽样对象应保证均匀覆盖辖区内9个街道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②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聚集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问题多发区、大型集体餐

饮场所、学生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食品的抽检力

度，同时应充分考虑既往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区域和食品品种。食品生产企业抽样

应确保覆盖辖区在产获证企业的所有食品大类，以及辖区内所有在产获证食品生产小作坊。抽样实施

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停产的要说明原因并作书面记录。

③流通环节抽样应涵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不同业态，品种应覆盖蔬菜、水果、

畜禽肉、水产品、鲜蛋等食用农产品。

2、抽样时间和频次

①承检机构按照本计划，在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所有抽检和平台录入工作。节令性食品应在

节前开展抽检工作，抽检品种可根据实际情况征得同意后进行调整。

(四) 检验及数据报送工作

食品检验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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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

1、检验项目

①承检机构要严格按照指定的检验方法和判定标准实施样品检验和结果判定，不得随意更换方法

。

②因承检机构检验能力、检验经费等原因导致不能完成全部抽检项目 (参数) 的，实际检验项目要

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筛选，数量不得少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项目的60%（食用农产品专

项抽检必检项目按照每年市场监管总局规定项目全覆盖）。

③食用农产品抽检中，总局指定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抽样量不少于样品量的50%，检验项目应包

含总局规定的所有必检项目和2项及以上选检项目；其他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根据辖区内食用农产

品销售和消费等特点，并结合既往发现的农兽药滥用和残留问题来确定。

2、复检工作

①承检机构要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对于不合格样品必须进行复核，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被

抽样单位或标识生产者对不合格样品检验结论有异议的，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组

织实施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复检申请，由受理复检申请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公布的复检机构名

录中随机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复检机构与初检机构不

得为同一机构。复检与初检结果不一致的，应分析原因。

3、数据报送

①本计划安排的抽检任务涉及的抽检数据，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规 范要求报送。从抽样日期

起5个工作日完成接样，从接样日期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报告。

②承检机构发现不合格 (问题) 样品中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急性健康风险的，应当按照限时报

告报送要求，立即报采购人。

标的名称：市级监督任务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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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1、承检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所有样品抽样、检验及平台录入工作。

天府新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总表

包号 标的名称 内容
最高限价（元/

批次）

完成时限

01
综合食品

安全抽检

市级监督任务抽样650批次（

按市局每月下达任务执行） 105
按市局下达任

务执行

(二) 承检机构任务分工

1.根据合同约定，细化抽检实施方案，负责实施食品抽样、实验室检测、结果判定、数据报送和

分析报告撰写等工作。

(三) 抽样工作

食品抽样应当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抽验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

范》执行，使用上级部门规定的电子抽样系统，抽检编号按照总局要求统一抽样编号：

1、抽样区域和对象

①区级食品抽检计划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抽检高风险食品品种。抽样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抽样的科

学性、随机性和实效性，选择抽样对象应保证均匀覆盖辖区内9个街道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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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②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聚集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问题多发区、大型集体餐

饮场所、学生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食品的抽检力

度，同时应充分考虑既往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区域和食品品种。食品生产企业抽样

应确保覆盖辖区在产获证企业的所有食品大类，以及辖区内所有在产获证食品生产小作坊。抽样实施

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停产的要说明原因并作书面记录。

③流通环节抽样应涵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不同业态，品种应覆盖蔬菜、水果、

畜禽肉、水产品、鲜蛋等食用农产品。

2、抽样时间和频次

①承检机构按照本计划，在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所有抽检和平台录入工作。节令性食品应在

节前开展抽检工作，抽检品种可根据实际情况征得同意后进行调整。

(四) 检验及数据报送工作

食品检验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和《国

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

1、检验项目

①承检机构要严格按照指定的检验方法和判定标准实施样品检验和结果判定，不得随意更换方法

。

②因承检机构检验能力、检验经费等原因导致不能完成全部抽检项目 (参数) 的，实际检验项目要

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筛选，数量不得少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项目的60%（食用农产品专

项抽检必检项目按照每年市场监管总局规定项目全覆盖）。

③食用农产品抽检中，总局指定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抽样量不少于样品量的50%，检验项目应包

含总局规定的所有必检项目和2项及以上选检项目；其他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根据辖区内食用农产

品销售和消费等特点，并结合既往发现的农兽药滥用和残留问题来确定。

2、复检工作

①承检机构要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对于不合格样品必须进行复核，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被

抽样单位或标识生产者对不合格样品检验结论有异议的，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组

织实施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复检申请，由受理复检申请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公布的复检机构名

录中随机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复检机构与初检机构不

得为同一机构。复检与初检结果不一致的，应分析原因。

3、数据报送

①本计划安排的抽检任务涉及的抽检数据，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规 范要求报送。从抽样日期

起5个工作日完成接样，从接样日期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报告。

②承检机构发现不合格 (问题) 样品中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急性健康风险的，应当按照限时报

告报送要求，立即报采购人。

标的名称：风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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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1、承检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所有样品抽样、检验及平台录入工作。

天府新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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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号 标的名称 内容
最高限价（元/

批次）

完成时限

01
综合食品

安全抽检
风险监测100批次 795

2023年11月

30日前

(二) 承检机构任务分工

1.根据合同约定，细化抽检实施方案，负责实施食品抽样、实验室检测、结果判定、数据报送和

分析报告撰写等工作。

(三) 抽样工作

食品抽样应当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抽验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

范》执行，使用上级部门规定的电子抽样系统，抽检编号按照总局要求统一抽样编号：

1、抽样区域和对象

①区级食品抽检计划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抽检高风险食品品种。抽样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抽样的科

学性、随机性和实效性，选择抽样对象应保证均匀覆盖辖区内9个街道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②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聚集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问题多发区、大型集体餐

饮场所、学生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食品的抽检力

度，同时应充分考虑既往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区域和食品品种。食品生产企业抽样

应确保覆盖辖区在产获证企业的所有食品大类，以及辖区内所有在产获证食品生产小作坊。抽样实施

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停产的要说明原因并作书面记录。

③流通环节抽样应涵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不同业态，品种应覆盖蔬菜、水果、

畜禽肉、水产品、鲜蛋等食用农产品。

2、抽样时间和频次

①承检机构按照本计划，在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所有抽检和平台录入工作。节令性食品应在

节前开展抽检工作，抽检品种可根据实际情况征得同意后进行调整。

(四) 检验及数据报送工作

食品检验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和《国

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

1、检验项目

①承检机构要严格按照指定的检验方法和判定标准实施样品检验和结果判定，不得随意更换方法

。

②因承检机构检验能力、检验经费等原因导致不能完成全部抽检项目 (参数) 的，实际检验项目要

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筛选，数量不得少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项目的60%（食用农产品专

项抽检必检项目按照每年市场监管总局规定项目全覆盖）。

③食用农产品抽检中，总局指定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抽样量不少于样品量的50%，检验项目应包

含总局规定的所有必检项目和2项及以上选检项目；其他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根据辖区内食用农产

品销售和消费等特点，并结合既往发现的农兽药滥用和残留问题来确定。

2、复检工作

①承检机构要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对于不合格样品必须进行复核，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被

抽样单位或标识生产者对不合格样品检验结论有异议的，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组

织实施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复检申请，由受理复检申请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公布的复检机构名

录中随机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复检机构与初检机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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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为同一机构。复检与初检结果不一致的，应分析原因。

3、数据报送

①本计划安排的抽检任务涉及的抽检数据，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规 范要求报送。从抽样日期

起5个工作日完成接样，从接样日期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报告。

②承检机构发现不合格 (问题) 样品中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急性健康风险的，应当按照限时报

告报送要求，立即报采购人。
采购包2：

标的名称：经营环节食用农产品专项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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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1、承检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所有样品抽样、检验及平台录入工作。

天府新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总表

包号 标的名称 内容
最高限价（元/

批次）

完成时限

02

经营环节

食用农产

品专项抽

检

农贸市场等经营环节的食用农

产品专项监督抽检750批次
950

2023年9月3

0日前

(二) 承检机构任务分工

1.根据合同约定，细化抽检实施方案，负责实施食品抽样、实验室检测、结果判定、数据报送和

分析报告撰写等工作。

(三) 抽样工作

食品抽样应当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抽验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

范》执行，使用上级部门规定的电子抽样系统，抽检编号按照总局要求统一抽样编号：

1、抽样区域和对象

①区级食品抽检计划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抽检高风险食品品种。抽样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抽样的科

学性、随机性和实效性，选择抽样对象应保证均匀覆盖辖区内9个街道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②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聚集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问题多发区、大型集体餐

饮场所、学生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食品的抽检力

度，同时应充分考虑既往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区域和食品品种。食品生产企业抽样

应确保覆盖辖区在产获证企业的所有食品大类，以及辖区内所有在产获证食品生产小作坊。抽样实施

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停产的要说明原因并作书面记录。

③流通环节抽样应涵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不同业态，品种应覆盖蔬菜、水果、

畜禽肉、水产品、鲜蛋等食用农产品。

2、抽样时间和频次

①承检机构按照本计划，在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所有抽检和平台录入工作。节令性食品应在

节前开展抽检工作，抽检品种可根据实际情况征得同意后进行调整。

(四) 检验及数据报送工作

食品检验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和《国

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

1、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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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承检机构要严格按照指定的检验方法和判定标准实施样品检验和结果判定，不得随意更换方法

。

②因承检机构检验能力、检验经费等原因导致不能完成全部抽检项目 (参数) 的，实际检验项目要

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筛选，数量不得少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项目的60%（食用农产品专

项抽检必检项目按照每年市场监管总局规定项目全覆盖）。

③食用农产品抽检中，总局指定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抽样量不少于样品量的50%，检验项目应包

含总局规定的所有必检项目和2项及以上选检项目；其他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根据辖区内食用农产

品销售和消费等特点，并结合既往发现的农兽药滥用和残留问题来确定。

2、复检工作

①承检机构要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对于不合格样品必须进行复核，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被

抽样单位或标识生产者对不合格样品检验结论有异议的，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组

织实施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复检申请，由受理复检申请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公布的复检机构名

录中随机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复检机构与初检机构不

得为同一机构。复检与初检结果不一致的，应分析原因。

3、数据报送

①本计划安排的抽检任务涉及的抽检数据，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规 范要求报送。从抽样日期

起5个工作日完成接样，从接样日期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报告。

②承检机构发现不合格 (问题) 样品中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急性健康风险的，应当按照限时报

告报送要求，立即报采购人。

采购包3：

标的名称：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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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1、承检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所有样品抽样、检验及平台录入工作。

天府新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总表

包号 标的名称 内容
最高限价（元/

批次）

完成时限

03
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

专项抽检

春秋两季开学后对全区学校食

堂完成2轮全覆盖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共安排抽检1100批

次

1100

春季全覆盖抽

检在2023年5

月31日前完成

，秋季全覆盖

抽检在2023

年10月31日

前完成。

(二) 承检机构任务分工

1.根据合同约定，细化抽检实施方案，负责实施食品抽样、实验室检测、结果判定、数据报送和

分析报告撰写等工作。

(三) 抽样工作

食品抽样应当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抽验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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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执行，使用上级部门规定的电子抽样系统，抽检编号按照总局要求统一抽样编号：

1、抽样区域和对象

①区级食品抽检计划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抽检高风险食品品种。抽样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抽样的科

学性、随机性和实效性，选择抽样对象应保证均匀覆盖辖区内9个街道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②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聚集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问题多发区、大型集体餐

饮场所、学生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食品的抽检力

度，同时应充分考虑既往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区域和食品品种。食品生产企业抽样

应确保覆盖辖区在产获证企业的所有食品大类，以及辖区内所有在产获证食品生产小作坊。抽样实施

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停产的要说明原因并作书面记录。

③流通环节抽样应涵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不同业态，品种应覆盖蔬菜、水果、

畜禽肉、水产品、鲜蛋等食用农产品。

2、抽样时间和频次

①承检机构按照本计划，在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所有抽检和平台录入工作。节令性食品应在

节前开展抽检工作，抽检品种可根据实际情况征得同意后进行调整。

(四) 检验及数据报送工作

食品检验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和《国

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执行：

1、检验项目

①承检机构要严格按照指定的检验方法和判定标准实施样品检验和结果判定，不得随意更换方法

。

②因承检机构检验能力、检验经费等原因导致不能完成全部抽检项目 (参数) 的，实际检验项目要

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筛选，数量不得少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项目的60%（食用农产品专

项抽检必检项目按照每年市场监管总局规定项目全覆盖）。

③食用农产品抽检中，总局指定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抽样量不少于样品量的50%，检验项目应包

含总局规定的所有必检项目和2项及以上选检项目；其他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根据辖区内食用农产

品销售和消费等特点，并结合既往发现的农兽药滥用和残留问题来确定。

2、复检工作

①承检机构要加强实验室质量控制，对于不合格样品必须进行复核，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被

抽样单位或标识生产者对不合格样品检验结论有异议的，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组

织实施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复检申请，由受理复检申请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公布的复检机构名

录中随机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复检机构与初检机构不

得为同一机构。复检与初检结果不一致的，应分析原因。

3、数据报送

①本计划安排的抽检任务涉及的抽检数据，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规 范要求报送。从抽样日期

起5个工作日完成接样，从接样日期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报告。

②承检机构发现不合格 (问题) 样品中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急性健康风险的，应当按照限时报

告报送要求，立即报采购人。

3.2.3人员配置要求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投标人投入本项目服务人员中： 1.具有相关专业（食品生物工程、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轻工产品研发设计与制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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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食品科学、化学类、检验类等）中级及以上职称； 2.具有专职从事抽样工作； 3.具有专业检测人员；

采购包2：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拟配备的服务团队人员中： 1、具有食品或化学或生物或检验或技术监督或农畜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

称； 2、具有食品或化学或生物或检验或技术监督或农畜相关专业中级职称； 3、配备抽样人员；

采购包3：

投标人投入本项目服务人员中： 1.具有专业抽样人员； 2.具有专业检验人员； 3.具有（食品类或预防医学类或卫生类或

技术监督类或检验类或生物类或化学类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 4.具有食品检查员；

3.2.4设施设备配置要求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1：

1.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液相色谱仪； 2.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气相色谱仪； 3.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5.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液相色谱-原子荧光

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6.投标人配备运输冷冻、冷藏样品的冷链运输车辆；

采购包2：

1.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设施设备，包括：气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超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液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2.投标人自有或租赁采样车；

采购包3：

1.投标人自有或租赁采样车； 2.投标人具有自有或租赁食品样品冷藏冻库； 3.投标人拟投入实验室检测工作仪器设备：

（1）气相色谱仪； （2）液相色谱仪或高效液相色谱仪； （3）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4）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6）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7）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8）原子荧光光度计；

3.2.5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服务方案：投标人应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服务方案包括： 1、抽检工作目标2、抽检工作原则3、具体实施及抽样4、

保存及运输5、检测及质量控制6、数据处理及时效性7、结果异议处置及检验数据汇总分析及应用8、应急服务；：

采购包2：

服务方案：投标人应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服务方案包括： ①项目概述②工作计划③样品接收与管理④进度安排⑤检验

工作流程⑥质量控制⑦管理制度⑧结果异议处理⑨培训服务⑩售后服务；：

采购包3：

服务方案：投标人应结合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服务方案包括： ①项目工作目标②工作组织结构③抽检要求④工作安排⑤工

作制度⑥项目实施依据⑦抽样工作准备⑧抽样工作实施方案⑨检验检测工作实施方案⑩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处置机制；：

3.3商务要求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服务期限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

采购包2：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

采购包3：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

3.3.2服务地点服务地点

采购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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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指定地点

采购包2：

采购人指定地点

采购包3：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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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实施进度

进行验收，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验收完毕后，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

采购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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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实施进度

进行验收，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验收完毕后，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

采购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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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实施进度

进行验收，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验收完毕后，采购人出具验收报告。

3.3.4支付方式支付方式

采购包1：

一次付清

采购包2：

一次付清

采购包3：

一次付清

3.3.5.支付约定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①采用“进度支付”的付款方式，根据抽检进度按实际抽检批次列出抽检检验清单，验收合格

后核算合同金额并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②中标人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

凭证资料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中标人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③若中标

人未按照要求开具发票，采购人有权延迟或拒绝支付合同相应款项。 ，达到付款条件起 28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采购包2： 付款条件说明： ①采用“进度支付”的付款方式，根据抽检进度按实际抽检批次列出抽检检验清单，验收合格

后核算合同金额并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②中标人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

凭证资料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中标人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③若中标

人未按照要求开具发票，采购人有权延迟或拒绝支付合同相应款项。 ，达到付款条件起 28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采购包3： 付款条件说明： ①采用“进度支付”的付款方式，根据抽检进度按实际抽检批次列出抽检检验清单，验收合格

后核算合同金额并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②中标人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

凭证资料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中标人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③若中标

人未按照要求开具发票，采购人有权延迟或拒绝支付合同相应款项。 ，达到付款条件起 28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3.3.6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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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包2：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采购包3：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3.5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3年，合同一年一签。2.其他要求：中标人需要配合采购人做好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抽检数

据质量抽查、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分析及指派食品安全专家现场参与应急处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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