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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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采购项目概况

自贡市粮油监测和价格认证中心因工作需要，拟采购一批快检能力提升设备，包含：设备、运输、安装、

调试、售后服务等内容。

3.2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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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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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形态分析仪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1.双道两元素形态可同时检查，可同时检查 As、Hg的形态；Se、Sb 的形态。

2.具备在线消解装置。

3.具备旋风分离式气液分离器。

4.具备前置大体积双色谱柱柱温箱，控温范围 30℃-80℃，控温精度≤0.1℃。

5.具备多色 LED 显示屏，可直观显示仪器的运行状态。

6.配接专用的液相色谱-原子荧光检测软件，可以实现连续的检测，实时采集数据。

7.数据处理可直接配接色谱工作站，具有谱图处理功能。

8.系统配置要求

（1）液相色谱-原子荧光联用仪主机：1 套（包含原子荧光和形态分析预处理装置）。

（2）液相泵：1 套。

（3）液相色谱柱及其保护柱：2套（As、Hg各1 套）。

（4）双色谱柱柱切换阀：1 套。

（5）大体积双色谱柱柱温箱：1 套。

（6）软件部分：中文操作系统1 套。

（7）样品管：500 个。

▲ 2

1．As形态指标： As(III)＜0.04 ng；DMA＜0.08 ng；MMA＜0.08 ng；As(V)＜0.2 n

g；分析时间＜10 分钟；精密度＜3%；线性范围：三个数量级。（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Se形态指标：SeCys＜0.3 ng；Se(VI)＜0.5 ng；Se(Ⅳ)＜0.1 ng；SeMet＜2 ng；分

析时间＜8 分钟；精密度＜3%；线性范围：三个数量级。（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Hg形态指标： Hg(II)＜0.05 ng；MetHg＜0.05 ng；EtHg＜0.1 ng；PhHg＜0.1 n

g；分析时间＜10 分钟；精密度＜3%；线性范围：三个数量级。（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Sb形态指标：Sb(III)＜0.1ng；Sb(V)＜0.5ng； 分析时间＜10 分钟；精密度＜

3%；线性范围：三个数量级。（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具备双色谱柱柱切换阀，可全自动切换色谱柱，无需人工更换色谱柱。（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

6．具备全自动的紫外/非紫外管路切换功能，全自动开关紫外消解灯，在紫外灯内消解

无需试剂，并且可消除基体干扰。（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具有混合序列设置，可设置不同方法，并能实时监控仪器状态。原子荧光总量和形

态分析全自动切换，无需人工更换气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 3
用于升级原子荧光光度计，构成整套液相色谱-原子荧光联用仪，通过一个软件即可操

作原子荧光和形态分析部分、用于食品中无机砷、价态汞等分析。

标的名称：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及监测系统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1．可用于检测稻谷、大米、小麦、玉米等粮食中的农药残留。

2．环境适应性：适应实验室、收购现场、应急现场的环境条件并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

和稳定。

3．仪器箱采用手提或拉杆设计，满足现场及流动检测使用要求，仪器箱和耗材箱总重

量≤20 kg。

4．操作方式：全触屏操作，软件操作界面简单。

5．配置清单要求，至少包含：读数仪1台；孵育器1个；粉碎机1台；电子天平1台；振

荡器1台；离心机1台；移液器2支；计时器1个。（上述配置仪器需整合在便携式检测箱

内）

6．孵育器：可从20℃升温至65℃，可多人同时操作。

7．粉碎机：转速为10000-25000rpm。

8．天平：0-500 g，精确度0.01g。

9.离心机：转速：≥5000 rpm。

10．移液器：单通道，手动移液器，量程20-200 µl、100-1000 µl各1把。

11．相关耗材须至少包含：2 mL、7 mL、50 mL离心管、50 ml与7 ml离心管架、2 mL离

心管架、200 μL枪头、1000 μL枪头、200 μL枪头盒、1000 μL枪头盒、热敏打印

纸、称量纸、不锈钢称量勺、乳胶手套、口罩。



▲ 2

1.整体设备以及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试纸条具有相关部门或机构出具的有效验证报告。（

提供报告复印件）

2.读数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屏幕：大屏幕，电容屏触摸式。

（2）读数器可直接读取样品中的农药残留的浓度，并自动计算并显示定量结果。

（3）可存储记录检测时间，样品编号，产品批次等多种信息，可进行检索。

（4）检测数据可显示在仪器屏幕上，可导出。

（5）读数仪须具备联网功能。

（6）读数仪可接入数据处理平台，将农药残留检测数据实时上传。

（7）稳定性、重复性：CV≤3%。

3.读数仪可实现农药残留的定量检测，检测项目至少包含：农药残留：菊酯类（氯氰菊

酯、甲氰菊酯、溴氰菊酯）、克百威、多菌灵、啶虫脒、百菌清、吡虫啉、氟虫腈、百

草枯，三唑磷、噻虫啉。配套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试纸条的检测范围需达到以下范围（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1）克百威：0-150 µg/kg；

（2）多菌灵：大米：0-2000 µg/kg；玉米、小麦：0-1000 µg/kg；

（3）啶虫脒：0-1000 µg/kg；

（4）百菌清：0-300 µg/kg；

（5）吡虫啉：0-100 µg/kg；

（6）氟虫腈：糙米：0-100 µg/kg；玉米：0-200 µg/kg；

（7）百草枯：玉米：0-200 µg/kg；小麦：0-800 µg/kg； 

（8）三唑磷：小麦：0-100 µg/kg；

（9）噻虫啉：小麦、糙米：0-300 µg/kg11。

4.农药残留定量检测试纸条的反应时间：≤10 min，整个检测过程≤30 min。（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3.4商务要求

3.4.1交货时间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0日

3.4.2交货地点和方式

采购包1：

自贡市粮油监测和价格认证中心

3.4.3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4.4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5.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正常使用三个月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

3.4.5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①验收由甲方组织，乙方配合进行： A.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甲方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

标、乙方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甲乙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

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甲方在采购与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

行验收；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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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应

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甲乙双方签署备忘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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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C. 如质量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

量验收报告。 ②货物安装完成后 7 日内，甲方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货物的，视同已安装调试完成并

验收合格。 ③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配件、随机工具、用户使用手册、原厂保修卡等资料交付给甲

方；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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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货

物经乙方 3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甲方有权退货，并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物而须支付违约赔

偿金给甲方，甲方还可依法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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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验收时间：自供应商提出验收之日起

30日内组织验收。

3.4.6包装方式及运输

采购包1：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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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

抵指定地点。

3.4.7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采购包1：

★①响应产品质保期均≥1年。即质保期自采购人验收合格签字起连续运转良好。各产品有其他要求的以各

产品要求为准。 ②质保期内供应商应负责产品维护、维修及抢修。当产品出现故障时，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后

立即作出响应，供应商维修工程师需在接到故障报告后2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现场修理和更换零件，费用（包括

材料）由供应商承担。 ③质保期后，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及时的、价格优惠的技术服务和备品备件供应。质

保期结束后的维修维护，除材料费由采购人按照成本价支付外，其余所有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即保证终身

上门维修维护。售后服务部门在接到电话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派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解决问题，最迟在

2个工作日内修复。如不能修复应采取无偿提供采购物品的备用件或整机等措施，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工作，供

应商有其它服务承诺的，一并履行。 ④其他售后要求： A.提供形态分析仪的供应商：每年需对客户进行至少

一次的回访。可支持采购人2-4名技术人员，去制造厂家培训中心参加不少于１周的仪器操作和日常维护的培

训。 B.提供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及监测系统的供应商：可支持采购人2-4名技术人员，去制造厂家培训中心参加

不少于１周的仪器操作和日常维护的培训。 ★⑤设备软件系统终身升级。 ⑥安装调试： ★A.供应商负责产品



安装、调试，直至采购人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材料、备件、专业工具均由供应商负责提供。供应商应向采

购人提供产品安装、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仪器，所涉及的价格包括在报价总价格中。 ★B.货物到达生产现场

后，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日内到达现场组织安装、调试，达到正常运行要求，保证采购人正常使用。所需

的费用包括在报价总价格中。 C.供应商应就产品的安装、调试、操作、维修、保养等对采购人维修技术人员进

行培训。产品安装调试完毕后，供应商应对采购人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

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D.保证提供的货物(包括零部件)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具有稳

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并完全符合国家、行业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等技术标准。

3.4.8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违约责任： ①甲方违约责任 A.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0.5的违约金；

B.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 1/天的违约金； C.甲方偿付的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②乙方违约责任 A.乙

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5的违约金，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

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B”项规定由乙方偿付

违约赔偿金给甲方。 B.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甲方偿付逾期

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百分之0.5/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10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

百分之5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C.乙方货物经甲方送交

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

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一个月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

止本合同，乙方应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5 的赔偿金给甲方。 D.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

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

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10向甲方支付违

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E.乙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

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甲方。 争议解决方法： ①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

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

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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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事人依

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并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会裁定。

3.5其他要求

★1.安装调试时间：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00日内。 2.安全要求：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由供应商

全权自行负责。 ★3.本采购文件3.4商务要求中“3.4.1交货时间” 和“3.4.4支付约定”为实质性要求，供应

商应响应并满足。 4.其他内容要求 （1）供应商应具有承担本项目的类似经验。 （2）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

需求在有利于项目实施的角度有针对性的编制售后服务方案，主要包含以下内容：故障报修后的服务流程；培

训计划；质量保障措施；应急措施；安装调试方案；运输方案。 注：以上“第1-3”项内容供应商应响应在文

件规定的“商务应答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