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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招标文件
（货物类）

中国·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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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珠光小学校园文化改造

关键信息

项目名称： 深圳市南山区珠光小学校园文化改造

项目编号： GC2021ZX026

包 号： A

项目类型： 货物类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货币类型： 人民币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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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性审查表
序号 内容

1
投标人不具备招标文件所列的资格要求，或未提交相应的资格证明资料（详见招

标公告 投标人资格要求）；

符合性审查表
序号 内容

1 将一个包或一个标段的内容拆开投标；

2 对同一项目投标时，提供两套以上的投标方案（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3
投标总价或分项报价或单价限额高于财政预算限额（或最高投标限价或相应的单

价限额）的；

4 同一项目出现两个及以上报价，且按规定无法确定哪个是有效报价；

5

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

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投标人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

明，或无法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若评审委员会

成员对是否须由投标人作出报价合理性说明，以及书面说明是否采纳等判断不一

致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6 投标报价有严重缺漏项目

7

所投产品、工程、服务在商务、技术等方面没有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是

否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由评标委员会根据《实质性条款响应情况表》做出

评判）；

8
未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样式填写《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对投标文件组成的要

求提供投标文件的（投标文件组成不完整）；

9 不符合《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投标文件的编制和密封”要求的

1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评标定标信息
（一）评定分离项目

评标方法 非评定分离

定标方法 非评定分离

推荐候选中标供应商家数 非评定分离

中标供应商家数 非评定分离

（二）非评定分离项目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中标供应商家数 1

评标信息

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新价格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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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

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价格分计算方法：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

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

评标总得分＝F1×A1＋F2×A2＋……＋Fn×An

F1、F2……Fn 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的得分；

A1、A2、……An 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所占的权重(A1＋A2＋……＋An＝1)。

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此方法适用于货物类、服务类、工程类项目。

序

号
评分项 权重

1 价格 30

2 技术评分部分 5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项目实施方

案
8

考察内容：

投标人需针对本项目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内容须包

含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服务方案、质量保障措施、

环保措施保证体系、安全保证措施、包装运输安装

保障方案等。

评审标准：

评审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的需求和投标文件的响

应情况，进行评价及分档评分：（1）项目实施方

案内容全面；（2）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具体；（3）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科学合理；（4）项目实施方案

内容针对性强；（5）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可操作性

强。

优评分标准：满足以上五项要求的评价为优，得 8

分；良评分标准：满足以上四项要求的评价为良，

得 6 分；中评分标准：满足以上三项要求的评价为

中，得 4 分；差评分标准：上述情况之外的，评差，

得 0 分。

2 设计效果图 10

考察内容：

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项目需求、项目背景结合我校现

场实际情况提供 2F读书角平面布局图、1F一年级

展板立面设计效果图、新楼 3F三年级展板立面设

计效果图、3F五年级展板立面设计效果图等。

评审标准：

评审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的需求和投标文件的响

应情况，进行评价及分档评分：（1）产品效果图

的创意内容；（2）产品效果图的艺术造型；（3）
产品效果图的色彩协调性；（4）产品效果图各部

分的空间层次感；（5）产品效果图与校园文化的

整体融合效果等。

优评分标准：效果图内容非常全面具体、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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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评为优，得 10分；

良评分标准：效果图内容全面具体、科学合理、针

对性好，可操作性好，评为良，得 7分；

中评分标准：效果图内容比较全面具体、科学合理、

针对性一般，可操作性一般，评为中，得 4分；

差评分标准：效果图内容不全面具体、科学合理、

针对性差，可操作性差，不得分。未按要求提供效

果图的，评差，得 0分。

3
技术规格偏

离情况
32

考察内容：

评审小组根据《技术规格偏离表》（以下简称“偏

离表”）响应情况进行打分，全部满足的得满分，

除实质性条款外，一般参数负偏离一项扣 2 分，重

点技术参数▲项负偏离一项扣 4 分，扣完为止。

证明文件：

偏离表应如实对应填写所投产品的具体参数。如要

求提供“厂家网站截图/说明书/厂家出具的参数文

件/检验报告”等证明资料的，需按要求提供相关

证明资料；提供的证明资料与所填写内容不一致

的，以证明资料为准，原件备查。证明材料不能满

足招标要求的，该项按负偏离处理。（未按要求提

供相关材料或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

或证明材料不清晰导致无法识别的，均不得相应分

数）

3 商务评分部分 2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商务条款偏

离情况
3

考察内容：

投标人应如实填写《商务需求偏离表》，评审委员

会根据响应情况进行打分，全部满足要求的得满

分，除实质性条款外，每负偏离一项扣 0.5 分，扣

完为止。

2
同类项目业

绩
7

考察内容：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投标人具

有事业单位或行政单位家具类供货经验的, 每提

供 1 个得 1分；没有提供不得分；最高得满分。

证明文件：

提供合同及验收报告复印件（验收报告须加盖合同

甲方公章或业务章），原件备查。未按要求提供相

关材料或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或证

明材料不清晰导致无法识别的，均不得相应分数。

3
履约评价情

况
5

考察内容：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具有上述

同类项目业绩中的项目经验并经用户单位考核评

价为优或满意的每提供 1项得 1 分，最高得满分。

证明文件：

须提供以上项目合同关键页及盖有用户单位公章

的履约评价复印件，原件备查；未按要求提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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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或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或证明

材料不清晰导致无法识别的，均不得相应分数。

4 诚信评价 5

考察内容：

投标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诚信相关问题

且在相关主管部门处理措施实施期限内的本项不

得分，否则得满分。

证明文件：

提供《诚信承诺函》，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

不提供不得分。如被认定提供的陈述与事实不符

的，依法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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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条款

一、《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 供应商在政府

采购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至三年内禁止其参与本市政府采购，

并由主管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以上千分

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参与本市政府采购资格，处

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以上千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并由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涉

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在采购活动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未按本条例规定签订、履行采购合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

（四）以非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的；

（五）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

（六）恶意投诉的；

（七）向采购项目相关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当利益的；

（八）阻碍、抗拒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九）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二、《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六条 供应

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并作出以下处

罚：（一）违法行为属于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的（一）、（二）、（三）、

（四）、（六）、（八）、（九）项情形，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五

十万元以下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的罚款，一年内禁止其参与本

市政府采购；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两百万元以下的，

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五的罚款，两年内禁止其参与本市政府采购；

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两百万以上五百万以下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

之二十的罚款，三年内禁止其参与本市政府采购。（二）违法行为属

于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五）、（七）项情形，涉及的采购金额累

计在一百万元以下，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五的罚款，两年内禁止其

参与本市政府采购；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一百万以上两百万以下

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的罚款，三年内禁止其参与本市政府采

购。

第七十七条 供应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由市场

监管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主管部门取消其参与本市政府采购的

资格，并作出以下处罚：（一）违法行为属于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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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六）、（八）、（九）项情形，

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处以采购金额

千分之二十的罚款；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一千万元以上两千万元以

下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五的罚款；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两

千万元以上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三十的罚款；（二）违法行为属

于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五）、（七）项情形，涉及的采购金额累

计在两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五的罚

款；涉及的采购金额累计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三

十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的，属于采购条例所称的串通投

标行为，按照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有关规定处理：（一）投标供应商

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二）不同投标供应商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三）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

由同一人分阶段参与编制的；（四）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或部

分投标文件相互混装；（五）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

正常一致；（六）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

进行同一项投标活动的；（七）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

情形。

第八十一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隐瞒真实情况，提

供虚假资料，按照采购条例第五十七的有关规定处理：（一）通过转

让或者租借等方式从其他单位获取资格或者资质证书投标的；（二）

由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人在投标供应商编制的投标文件上加

盖印章或者签字的；（三）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不是本单位

人员的；（四）投标保证金不是从投标供应商基本账户转出的；（五）

其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投标供应商不能提供项目

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的，视为存在前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三、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明确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工作的

通知》（深财购[2019]42 号）的要求：若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出现《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规定情形的，

采购人或招标机构可将有关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根据实

际情况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予以通报。市、区财政部门将加大对违

法违规供应商的惩戒力度，实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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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册 专用条款

关键信息

第一章 招标公告

第二章 招标项目需求

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附件

第四章 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履行及验收

第二册 通用条款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招标文件

第三章 投标文件的编制

第四章 投标文件的递交

第五章 开标

第六章 评标要求

第七章 评标程序及评标方法第八章 定标及公示

第九章 公开招标失败的后续处理

第十章 合同的授予与备案

第十一章 质疑处理

备注：

1.本招标文件分为第一册“专用条款”和第二册“通用条款”。

2.“专用条款”是对本次采购项目的具体要求，包含招标公告、招标项目需求、合同条

款及格式、投标文件格式、附件等内容。

3.“通用条款”是通用于政府采购项目的基础性条款，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

4.当出现“专用条款”和“通用条款”表述不一致或有冲突时，以“专用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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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专用条款

第一章 招标公告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

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3、投标人须为深圳市政府采购注册供应商（提供注册卡复印件或网站信息查询截图）

4、投标人须按照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进行承诺，提供加盖公

章的《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原件的复印件。

（1）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

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2）参与本项目近三年内（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我单位、单位法

定代表人均无行贿犯罪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3）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

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

声明）。

（4）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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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供应商

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具体为：（一）具有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三）具

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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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供应商

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符合财政部和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诚信管理的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采购代理机构

或采购单位通过“信用中国”网（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网（www.zfcg.sz.gov.cn ）、深圳市信用

网（www.szcredit.org.cn）官网进行查询，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投标文件

中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完整招标公告内容详见：

南山教育在线网：https://www.szns.edu.cn/

国采招标（深圳）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gczb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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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招标项目需求

一、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

序号 内 容 规 定

1 联合体投标 见《招标公告》中“投标人资格要求”部分的相关内容

2 投标有效期 12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3
投标人的替

代方案
不允许

4
投标文件的

投递

投标文件应胶装（或装订等方式）成一整本，正本投标文件应当

有“正本”标示，正本的每页都应加盖公章；投标人应递交一正

四副共计五本投标文件，并密封于同一个密封包（或箱）中；未

满足前述所有要求的，评审委员会有权将其投标文件按照投标无

效处理。

5 遗失声明

建议投标文件采用胶装方式装成一整本。对于因投标文件装订

不当（如简易订装、简易夹装、活页夹方式等）导致单页或多

页遗失，从而可能造成的对投标人不利评审情况，招标机构、

采购单位或评审委员会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6

招标代理

服务费

本项目财政预算金额中已包含招标代理服务费用，根据《深

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规范深圳市社会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有关

事项的补充通知》“深财购〔2018〕27 号”的规定，本项目

的招标代理服务费用由中标人支付，以中标价为计费基准，按

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收取，详见招标代理服务合同。

中标金额（万元）

各类型招标代理服务费计算费率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 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100,000 0.05% 0.05% 0.05%

100,000 以上 0.01% 0.01% 0.01%

注：

招标代理服务费缴纳至：

开户名称：国采招标（深圳）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44250100016400002385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

备注：本表为通用条款相关内容的补充和明确，如与通用条款相冲突的以本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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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质性条款

序号 具体内容

1 投标文件载明的交货期不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2 投标文件载明的免费保修期不低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3 具体技术要求、商务需求中带“★”要求的

…… ……

三、货物详细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财政预算限额

（元）

1 不锈钢矩形扁通展示栏框架（1） 22 套 拒绝进口 280000.00 元

2 不锈钢矩形扁通展示栏框架（2） 2 套 拒绝进口

3 大碎花软木板（1） 22 块 拒绝进口

4 大碎花软木板（2） 5 块 拒绝进口

5 磁性黑板贴-铁胶书写面层（1） 3 张 拒绝进口

6 磁性黑板贴-永磁橡胶磁底（1） 3 张 拒绝进口

7 磁性黑板贴-铁胶书写面层（2） 2 张 拒绝进口

8 磁性黑板贴-永磁橡胶磁底（2） 2 张 拒绝进口

9 磁性黑板贴-铁胶书写面层（3） 5 块 拒绝进口

10 磁性黑板贴-永磁橡胶磁底（3） 5 块 拒绝进口

11 磁性黑板贴-铁胶书写面层（4） 1 块 拒绝进口

12 磁性黑板贴-永磁橡胶磁底（4） 1 块 拒绝进口

13 磁性黑板贴-铁胶书写面层（5） 1 张 拒绝进口

14 磁性黑板贴-永磁橡胶磁底（5） 1 张 拒绝进口

15 磁性钢化玻璃白板 5 块 拒绝进口

16 实木多层洞洞板 5 块 拒绝进口

17 铁艺钣金烤漆洞洞板 4 块 拒绝进口

18 实木多层免漆生态板（1） 22 块 拒绝进口

19 实木多层免漆生态板（2） 13 张 拒绝进口

20 实木多层免漆生态板（3） 6 张 拒绝进口

21 异形弧形实木外框展示栏 17.04 M 拒绝进口

22 环保多层防潮阻燃板 9 张 拒绝进口

23 204#大长城护墙板 10 片 拒绝进口

24 德育宣传人物造型 1 套 拒绝进口

25 德育宣传动物造型 3 套 拒绝进口

26 德育宣传展示栏 5 套 拒绝进口

27 强磁图钉 24 个 拒绝进口

28 圆形磁粒（1） 48 个 拒绝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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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备注栏注明“拒绝进口”的产品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注明“接

受进口”的产品允许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但不排斥国内产品。

2、进口产品是指通过海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即所谓进口产品是

指制造过程均在国外，如果产品在国内组装，其中的零部件（包括核心部件）是进口产品，

则应当视为非进口产品。采用“接受进口”的产品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

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相关内容以财库〔2007〕119 号文和财办

库〔2008〕248 号文的相关规定为准。

3、本项目核心产品为：不锈钢矩形扁通展示栏框架（1）。

29 圆形磁粒（2） 25 个 拒绝进口

30 方形磁粒 48 个 拒绝进口

31 长方形磁条 24 条 拒绝进口

32 磁性六边形承物架 4 个 拒绝进口

33 磁性屋形承物架(大） 4 个 拒绝进口

34 磁性屋形承物架(小） 4 个 拒绝进口

35 磁性云朵形承物架 4 个 拒绝进口

36 磁性滴胶相框（1） 3 件 拒绝进口

37 磁性滴胶相框（2） 14 件 拒绝进口

38 实木木质承物隔板 4 块 拒绝进口

39 实木木质承物水培架 4 块 拒绝进口

40 磁吸木夹 10 个 拒绝进口

41 矩形铝方通隔断装置 1 套 拒绝进口

42 实木中式条案 1 件 拒绝进口

43 北欧实木书桌 1 张 拒绝进口

44 实木清逸书柜（1） 2 个 拒绝进口

45 实木清逸书柜（2） 1 个 拒绝进口

46 实木清逸书柜（3） 1 个 拒绝进口

47 北欧风实木 Y字椅 6 把 拒绝进口

48 北欧单人飞机椅 2 把 拒绝进口

49 北欧圆茶几 1 件 拒绝进口

50 白杨木圆盘（1） 1 套 拒绝进口

51 白杨木圆盘（2） 1 套 拒绝进口

52 白杨木圆盘（3） 1 套 拒绝进口

53 白杨木圆盘（4） 1 套 拒绝进口

54 白杨木圆盘（5） 1 套 拒绝进口

55 艺术壁饰（1) 1 套 拒绝进口

56 艺术壁饰（2) 1 套 拒绝进口

57 艺术壁饰（3) 1 套 拒绝进口

58 艺术壁饰（4) 1 套 拒绝进口

59 艺术壁饰（5) 1 套 拒绝进口

60 艺术挂画（1） 1 副 拒绝进口

61 艺术挂画（2） 1 副 拒绝进口

62 艺术挂画（3） 1 副 拒绝进口

63 水泥三角壁挂 3 件 拒绝进口

64 实木水滴装饰挂钩 32 个 拒绝进口

65 实木柱形装饰挂钩 60 个 拒绝进口

66 实木火柴棒（1） 15 根 拒绝进口

67 实木火柴棒（2） 28 根 拒绝进口

68 实木火柴棒（3） 40 根 拒绝进口

69 多乐士内墙漆 3 桶 拒绝进口

70 设计费 1 项 拒绝进口

71 运输装卸 1 项 拒绝进口

72 安装费 75 人/工 拒绝进口

73 垃圾清理 1 项 拒绝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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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技术要求

注意：带▲符合的为重点技术参数。带★符号的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一条不满足，

则不满足招标要求，投标将被否决。

序号 货物名称 招标技术要求

1
不锈钢矩形扁通展

示栏框架（1）

1.SUS304#不锈钢（规格：10（±5）mm*30（±5）mm*1.5

（±5）mm）矩形扁通，裁切所需尺寸；

2.氩弧焊焊接接成展示栏上下两层一体框架，（上框规格：

870（±5）mm*360（±5）mm/10（±5）mm*30（±5）mm

下框规格：1750（±5）mm*870（±5）mm/10（±5）mm*30

（±5）mm）；

3.框架背后四周焊接不锈钢长条片（规格：2120（±5）

mm*20（±5）mm*1.5（±5）mm），分布冲孔（孔径：5（±

5）㎜），用于固定展示栏内框底板；

4.整体四周打磨光滑；

5.做氟碳漆底漆 3 遍，氟碳漆面漆 5 遍；

6.整体烤漆工艺；

2
不锈钢矩形扁通展

示栏框架（2）

1.SUS304#不锈钢（规格：10（±5）mm*30（±5）mm*1.5

（±5）mm）矩形扁通，裁切所需尺寸；

2.氩弧焊焊接接成展示栏上下两层一体框架，（上框规格：

870（±5）mm*360（±5）mm/10（±5）mm*30（±5）mm

下框规格：1750（±5）mm*870（±5）mm/10（±5）mm*30

（±5）mm）；

3.框架背后四周焊接不锈钢长条片（规格：2120（±5）

mm*20（±5）mm*1.5（±5）mm），分布冲孔（孔径：5（±

5）㎜），用于固定展示栏内框底板；

4.整体四周打磨光滑；

5.做氟碳漆底漆 3 遍，氟碳漆面漆 5 遍；

6.整体烤漆工艺；

3 大碎花软木板（1）

1.采用环保橡树皮，通过精湛工业技术加工而成，天然环

保，色泽均匀；

2.软硬适中，图钉，工字钉易扎，自动收缩孔订；

3.材质本身含有无数密封气囊，隔音隔热；

4.材质自然纹理，像无数个声音吸音器，向外扩张，吸音

减震；

5.材质个性纹理，特有花纹，有自然古朴或热情豪放之感；

4 大碎花软木板（2）

1.采用环保橡树皮，通过精湛工业技术加工而成，天然环

保，色泽均匀；

2.软硬适中，图钉，工字钉易扎，自动收缩孔订；

3.材质本身含有无数密封气囊，隔音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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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质自然纹理，像无数个声音吸音器，向外扩张，吸音

减震；

5.材质个性纹理，特有花纹，有自然古朴或热情豪放之感；

5
磁性黑板贴-铁胶

书写面层（1）

1.A 级 PVC（非循环再用）原料，防紫外线，颜色历久弥

新，使用寿命长；

2.0.65 ㎜高分子聚合结构，回弹性好，笔触细腻，手写更

舒适；

3.五辊热压延技术，导磁力≥60g/㎡，与磁底吸附更加贴

服，不起泡，吸附强度更高；

4.FDA 食品级安全接触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6
磁性黑板贴-永磁

橡胶磁底（1）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7
磁性黑板贴-铁胶

书写面层（2）

1.A 级 PVC（非循环再用）原料，防紫外线，颜色历久弥

新，使用寿命长；

2.0.65 ㎜高分子聚合结构，回弹性好，笔触细腻，手写更

舒适；

3.五辊热压延技术，导磁力≥60g/㎡，与磁底吸附更加贴

服，不起泡，吸附强度更高；

4.FDA 食品级安全接触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8
磁性黑板贴-永磁

橡胶磁底（2）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9
磁性黑板贴-铁胶

书写面层（3）

1.A 级 PVC（非循环再用）原料，防紫外线，颜色历久弥

新，使用寿命长；

2.0.65 ㎜高分子聚合结构，回弹性好，笔触细腻，手写更

舒适；

3.五辊热压延技术，导磁力≥60g/㎡，与磁底吸附更加贴

服，不起泡，吸附强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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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DA 食品级安全接触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10
磁性黑板贴-永磁

橡胶磁底（3）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11
磁性黑板贴-铁胶

书写面层（4）

1.A 级 PVC（非循环再用）原料，防紫外线，颜色历久弥

新，使用寿命长；

2.0.65 ㎜高分子聚合结构，回弹性好，笔触细腻，手写更

舒适；

3.五辊热压延技术，导磁力≥60g/㎡，与磁底吸附更加贴

服，不起泡，吸附强度更高；

4.FDA 食品级安全接触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12
磁性黑板贴-永磁

橡胶磁底（4）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13
磁性黑板贴-铁胶

书写面层（5）

1.A 级 PVC（非循环再用）原料，防紫外线，颜色历久弥

新，使用寿命长；

2.0.65 ㎜高分子聚合结构，回弹性好，笔触细腻，手写更

舒适；

3.五辊热压延技术，导磁力≥60g/㎡，与磁底吸附更加贴

服，不起泡，吸附强度更高；

4.FDA 食品级安全接触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14
磁性黑板贴-永磁

橡胶磁底（5）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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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15 磁性钢化玻璃白板

1.采用高安全坚固强化防爆雾化玻璃；

2.运用多层次白膜与玻璃加工技术研发制成，质感出众；

3.钢化处理，抗划痕，强硬不惧，尖锐金属；

4.2.5D 弧边，安全不划手，防刮蹭；

5.易写，易擦，不变形；

6.高档，靓丽，清澈干净耐磨，使用的年限长；

16 实木多层洞洞板

1.基板（规格：1750（±5）mm*850（±5）mm*18（±5）

mm）采用 EO 级实木多层板，结实耐用，不易变形；

2.电脑机器精准打孔排型冲孔方式，圆润封边，安全可靠；

3.桦木纹路，板面防水，易清洁；

4.环保水性漆，健康环保无气味；

17
铁艺钣金烤漆洞洞

板

1.热镀锌板（规格：1750（±5）mm*850（±5）mm*1.5（±

5）mm）激光裁切成型；

2.机器折刀工艺，两折弯，首折弯 15（±5）㎜，回折弯

30（±5）㎜；

3.冲床局部冲孔（孔径 6（±5）㎜，孔距 16（±5）㎜，

冲孔方式：梅花排孔）；

4.成型洞洞板，整体四周打磨光滑；

5.做氟碳漆底漆 3 遍，氟碳漆面漆 5 遍；

6.整体烤漆工艺；

18
实木多层免漆生态

板（1）

1.选材自原生态木材，甲醛含量接近与零；

2.实心内层，不扭曲，马六甲芯板材；无缝三聚氰胺纸贴

面，附防潮膜，阻隔水分；

3.板面坚固耐磨，浸胶后透明，防潮性好；

4.采用设备冷热压制，厚度一致，产品质量有保障；

19
实木多层免漆生态

板（2）

1.选材自原生态木材，甲醛含量接近与零；

2.实心内层，不扭曲，马六甲芯板材；无缝三聚氰胺纸贴

面，附防潮膜，阻隔水分；

3.板面坚固耐磨，浸胶后透明，防潮性好；

4.采用设备冷热压制，厚度一致，产品质量有保障；

20 实木多层免漆生态 1.选材自原生态木材，甲醛含量接近与零；



国采招标（深圳）有限公司专用

- 18 -

板（3） 2.实心内层，不扭曲，马六甲芯板材；无缝三聚氰胺纸贴

面，附防潮膜，阻隔水分；

3.板面坚固耐磨，浸胶后透明，防潮性好；

4.采用设备冷热压制，厚度一致，产品质量有保障；

21
异形弧形实木外框

展示栏

1.实木白蜡木开料木方做异型弧形；

2.整体打磨光滑；

3.与墙面固定一体，呈现展示栏外框形状；

4.刷环保水性净味木质漆；

22
环保多层防潮阻燃

板

1.阻燃多层芯，BI 级防火阻燃，有效提高阻燃性能；

2.环保 EO 级，无甲醛含量，健康环保，放心使用；

3.多层夹板之间拼缝处严密，无高低不平现象；

4.原木品质，不易变形，经久耐用，防开裂；

23 204#大长城护墙板

1.绿色环保无甲醛免漆产品通过欧洲 E0 级环保认证，可

回收利用。

2.防水性和稳定性强经试水测试，板材不渗漏，防潮防霉，

抗压力强。

3.阻燃性强 离火自熄。

4.抗虫蛀 采用木粉和 PVC 高分子材料，打破传统木质结

构，杜绝虫蛀。

5.隔音，保温性符合国家标准；

24 德育宣传人物造型

1.18 ㎜结皮雪弗板激光雕刻成型；

2.3 ㎜浇筑板激光雕刻成型；

3.结皮雪弗板叠加浇筑板，整体打磨光滑；

4.做氟碳漆底漆 3 遍，氟碳漆面漆 5 遍；

5.整体烤漆工艺；

25 德育宣传动物造型

1.18 ㎜结皮雪弗板激光雕刻成型；

2.3 ㎜浇筑板激光雕刻成型；

3.结皮雪弗板叠加浇筑板，整体打磨光滑；

4.做氟碳漆底漆 3 遍，氟碳漆面漆 5 遍；

5.整体烤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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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德育宣传展示栏

1.SUS304#304#不锈钢板，激光切割成型；

2.折弯氩弧焊焊接展示栏框架；

3.整体四周打磨光滑；

4.做氟碳漆底漆 3 遍，氟碳漆面漆 5 遍；

5.整体表面烤汽车金属漆工艺；

6.图文为立体字为烤漆字工艺或 UV 工艺；

7.画面部分下沉约 50（±5）㎜，上部配合页，正面配 5

（±5）mm 透明浇筑板，底部配开关锁；

27 强磁图钉

1.材质: 稀土强磁烧结钕铁硼（超强磁铁）

2.磁铁性能:N35；

3.规格:19（±5）mm*25（±5）㎜；

4.表面处理:镀镍；

5.用途:固定吸附

28 圆形磁粒（1）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29 圆形磁粒（2）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30 方形磁粒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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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31 长方形磁条

1.原矿铁粉，密度≥3.6g/m³，

2.Fe304(四氧化三铁），复合永磁材料，最大磁积能达到

每立方 6.4 千焦；

3.单面多极充磁技术，有效提升磁力线密度，磁吸力强，

磁力更加持久；

4.EO 级生产标准，达 EN-73 欧盟儿童玩具安全级别；

5.精细丝印品牌商标，品质更有保障；

32 磁性六边形承物架

1.材质：MDF 板（原木色为实木材质），健康环保；

2.特性：磁力吸附，免钉、免胶；

3.承重：最大承重≥1gh；

33
磁性屋形承物架

(大）

1.材质：原木色实木材质，健康环保；

2.特性：磁力吸附，免钉、免胶；

3.承重：最大承重≥1gh；

34
磁性屋形承物架

(小）

1.材质：原木色实木材质，健康环保；

2.特性：磁力吸附，免钉、免胶；

3.承重：最大承重≥1gh；

35 磁性云朵形承物架

1.材质：锌铁合金，表面烤漆工艺，健康环保；

2.特性：磁力吸附，免钉、免胶；

3.承重：最大承重≥1gh；

36 磁性滴胶相框（1）

1.材质：滴胶+磁底；

2.特性：磁性吸附，随性搭配；

3.防摔耐用，寿命长；

37 磁性滴胶相框（2）

1.材质：滴胶+磁底；

2.特性：磁性吸附，随性搭配；

3.防摔耐用，寿命长；

38 实木木质承物隔板
1.实木开料机器裁切成型；

2.整体打磨光滑，圆棱圆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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