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仁市人民医院 2021 医用设备（四）》采购需求公示 2

供应商资格要求：

（1）一般资格要求：

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22 条的条件；

②具有国内法人资格，允许经营本项目的供应商才有资格报名参加本项目投标。

③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特殊资格要求：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开标评标时，投标供应商需提供以下复印件加盖公章。

采购人需求

*I、商务要求：

1、投标人所提供设备应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2、投标人应提供报关单及商检证，产品注册证。

3、生产期应在 1 年内新机。

4、进口产品提供中英文说明及技术要求说明书各一份。

5、设备保质期 24 个月，终身维护。保质期从安装调试验收之日起计算。保质期内免费更

换零原装配件，接到用户维修通知后应在 2 小时内响应。24 小时到达现场处理。重大

问题或其他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三天内作出解决方案答复用户。如在一周内解决

不好，供方应重新制定解决方案，应赔偿用户相应损失并提供备用机，保质期延长。

赔偿从停机之日计算。在保质期内一月不能解决供方无条件提供备用机，或更换新机。

6、投标人应在投标时将该产品的所有零配件及耗材的项目清单，报价表，并同投标书一

起投标。价格以报价的 75%下浮供给医院，并与合同一起签订，具备法律效力。未提

供此内容的标书，招标方有权处理视为不符合医院要求而废标。

7、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分两次进行。（1）按投标书配置清单对照清检作为硬件验收。（2）

安装调试之后让使用科室使用一个月后，对照参数要求落实是否符合参数要求作为软

件验收，（两次验收合均方为验收合格）。

8、设备安装好后由供方负责操作培训，需要外出培训所产生费用全部由供方负责，让操

作者熟练掌握，能独立自主操作为止。

9、质保期结束后所更换的零配件供方不能带走，留在医院，由院方按规定处理。

10、付款方式：协商付款。

11、本项目整包招标，但投标人须注明分项报价。



12、有具体要求的详见各包具体要求。

*II、投标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为投标人根据文件、设备、材料及配件清单（报价在参考品牌范围内选择所报

品牌）、施工图纸及现场踏勘情况结合自身管理水平所报价格，固定总价包干，中标后材料

价格不因市场波动等其他因素进行调整，机械使用费等不因国家政策性文件而调整。

2、投标报价包括：设备、安装、调试、培训、人工、机械、运输、仓储、保险、各种税费、

劳保、专利技术支持和培训、质保期维修及其它伴随服务等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

3、投标人如因漏项、漏算、错计工程量而未计入总价的费用、视为该价格已包含在总报价

中，中标后不作调整。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评标方法、评标标准、定标原则

一、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最低评标价法

二、评标标准：

（一）具体的评标标准

评标因素及项

目

分

值
评分标准

报价（30 分） 30

投标人报价分＝（有效投标人最低报价/有效投标人报价）×

30

报价分数保留两位有效小数。

注：1、评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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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

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

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2、投标人投标报价超出

最高限价（财政预算），将作废标处理。

技

术

分

（

55

分

）

技术参

数响应

情况的

综合评

价分

50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完全满足招标技术参数要求，并且全部实质

性响应即得 50 分；在 50 分的基础上根据以下原则适当减分。

扣分原则：投标人所投设备一般技术参数每负偏离1项扣4分，

设有“*”号的技术参数每负偏离 1 项扣 8 分，扣完为止。

投标设

备的市
3 根据各投标人所投设备市场整体情况的比较评分：3-0 分。



场评价

及投标

人综合

实力评

价分

投标设

备技术

培训的

综合评

价分

2 根据各投标人所投设备培训计划情况的比较评分：2-0 分。

商

务

（

15

分

）

商务条款

的综合评

价分

10

投标人完全满足招标商务条款要求，并且全部实质性响应即得

10 分；在 10 分的基础上根据以下原则适当减分。

扣分原则：投标人一般商务参数每负偏离 1项扣 2 分，设有“*”

号的商务参数每负偏离 1 项扣 4 分，扣完为止。

业绩分 3

提供近三年以来三甲医院类似项目业绩，单个合同 1 分，总分

不超过 3 分。

证明文件：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售后服务

承诺分
2

根据投标人提供清楚的书面售后服务承诺，包括质量保证期、

保修期、响应时间、维保服务团队及零配件供应及相应配合，

且承诺内容清楚详细：

比较评分：2-0 分。

（二）推荐拟中标候选供应商名单。1、中标候选供应商数量： 1 个。2、中标候选供应

商排列顺序。经投标文件初审、澄清有关问题、比较与评价评标程序后，按以下办法推荐中

标候选供应商名单的排列顺序（请按采购项目的评标方法从以下三项中选择一项打“▇”）：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

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

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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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三、定标原则：

▇ 采购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供应商。

□ 采购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在收到评标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评标报告中推

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



□ 采购人自行组织招标，在评标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确定中标供应商。

注：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只能以联合体其中一方具备的条件作为评标依据。投标人在

投标文件中必须明确以联合体的确定一方的条件参与商务部分的评标。投标人未明确的，则

每项商务评分均取联合体各方该项商务分最低的得分。

技术参数

01包 直线加速器维保 数量：1项

一、项目基本概况

1、服务范围：

医科达 Infinity 直线加速器整机一台，MOSAIQ 网络系统一套，TPS 计划系统及附属设

备的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网络，以及设备使用中所有的损耗件及真空件（如闸流管、

磁控管、加速器、探测器等）。

2、服务要求：

全保型服务，即提供维修、零配件更换和维修各种服务，保证设备维护达到符合厂家标

准或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

二、服务具体要求

1、投标人应具有服务团队，不得将本项目授权、分包或转包。

*2、投标人具备销售或维修放射性装置资格，提供国家环保部认证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3、投标人有经医科达英国原厂培训合格的硬件工程师大于等于 5 名（提供工程师医科达英

国原厂培训证书复印件,以及投标人近半年为工程师缴纳连续 6 个月的社保的证明文件复印

件）。

4、投标人在在贵州省有常驻维修工程师，投标人提供近半年为工程师缴纳连续 6 个月的社

保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5、投标人保证设备零配件来源合法，每个配件合法纳税，所有更换配件必须全新合格，主

要配件清单包括：磁控管、闸流管、电离室、MLC 摄像头、iViewGT 及 XVI 影像硅板等，投

标人提供的配件须与维保设备（医用直线加速器）达到兼容，若投标人提供的配件为进口产

品，更换时须提供海关报关证明材料。

6、核心部件维护服务内容包括：加速器主机系统、控制系统、低泄漏精确多叶准直器系统、

治疗床系统、核心治疗软件功能应用、EPID 实时电子影像系统 iViewGT、加速器安全性升

级，投标人提供的配件须与维保设备（医用直线加速器）达到兼容。

7、三维放疗计划系统服务内容包括：投标人提供物理计划数据维护，专人定期备份物理计



划数据，提供技术支持及指导(由用户指定专人定期备份物理计划数据，投标人提供技术支

持及指导）电脑软硬件维护、软件更新、合同有效期内，无偿提供计划治疗系统非功能增加

的小版本软件更新。

*8、MOSAIQ 肿瘤治疗信息管理系统服务内容包括：系统运行状态监控、临床放射治疗参数

质控检查、定期保养、电脑软硬件维护、合同有效期内，无偿提供肿瘤治疗信息管理系统非

功能增加的小版本软件更新。供应商自有工程师中，有经医科达原厂培训合格的 Mosaiq 软

件工程师，且提供连续 6个月的社保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9、预防性保养服务内容包括：按照保养要求提供，以保证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预防性

保养损耗品、预防性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免费提供。每年至少提供四次整机预防性维护保

养，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对每一次维护维修后提供记录，每年 12 月底交设备管理部门

存档。

02 包 西门子 1.5T 磁共振线圈 数量：1批（包含 4套线圈）

序号 技术参数 招标要求

1 6 通道体线圈

1.1 具备 6 个线圈单元 具备

1.2 具备 6 个一体化前置放大器 具备

1.3 只有一根线缆 具备

1.4 无需线圈调谐 具备

1.5 各个方向兼容并行采集 具备

1.6 可以与脊柱线圈联合使用形成 18 通道线圈
具备

2 头部线圈

2.1 具备 12 个线圈单元 具备

2.2 具备 12 个一体化前置放大器 具备

2.3 上半部分可移除 具备

2.3 可与颈部线圈、脊柱线圈联合使用 具备

2.4 无需线圈调谐 具备

3 颈部线圈

3.1 具备 4 个线圈单元 具备

3.2 具备 4 个一体化前置放大器 具备



3.3 上半部分可移除 具备

4 小号柔性线圈

4.1 具备 4 个线圈单元 具备

4.2 可灵活包裹腕关节、肘关节、踝关节等部位 具备

4.3 无需线圈调谐 具备

西门子 16 排 CT 球管采购 数量：2套

1、对应于 250W 的阳极等效输入功率时的 阳极标称输入功率：

F1：28 千瓦 F2：45 千瓦

2、阳极最大热容量：3,700,000 焦耳 ＝ 5,000,000 HU

3、阳极表面覆层材料：铼－钨

4、阳极输入功率（连续）：3.5 千瓦

5、标称 X 射线管电压：140 千伏

6、阳极的最大散热功率：10,000 瓦

7、最大阳极标称频率：160 赫兹

8、最大阳极灯丝发热：≈ 7.5 A

9、最大连续散热：4000 瓦

10、靶角（与参考轴有关）：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