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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须知
一、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序号 应知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最高限价

1.最高限价：投标每个产品单价不得高于四川省药械集中采

购及医药价格监管平台公布的“截止上月末全省医疗机构采

购最低采购价”，也不得高于本项目规定的单品最高限价。

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2.供应商参与本项目进行总报价时，投标总报价金额=∑单品

单价*预采购数量

2 货款实际结算

1.按月动态结算，合同最终结算价格=∑单品单价*采购人实

际采购数量；如果在结算单月，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及医药

价格监管平台公布的“截止上月末全省医疗机构采购最低采

购价”和“联动参考价”及“本次采购的成交单价”，取三

者最低价进行结算。

3 采购方式 比选

4 比选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 √ )

5
服务时间及相关要

求

1.本次比选服务年限：签订合同后 3年,若成交人未达到采购

人考核标准，或国家政策变化的原因，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

止合同，且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在服务期间，供应商自行承担市场风险，成交供应商不得

以采购人实际采购需求量低于本次采购的预估采购量为由，

要求采购人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6 比选保证金 本项目不递交比选保证金

7 履约保证金

1.金额：中标金额的 5%，超过 30000 元的按 30000 元收。

2.成交供应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由中标供

应商向采购人指定账户约定以非现金形式将履约保证金足额

缴入采购人指定专户或以银行出具的保函提交（单位名称：

泸州市中医医院 ， 账号：51001636308051500951 ，开户行：

建行江阳支行）。凭履约保证金缴纳证明材料，成交供应商

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缴款单需注明项目名称或编号（履

约保证金）。

3.在本项目履约完毕并通过最后一次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

以非现金形式无息退还中标（成交）供应商履约保证金。

4.履约保证金缴纳后请及时前往医院规划财务部获取缴款凭

据并妥善保管，在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时将其原件退还医院，

如原件已入账无法退回时请复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8 比选服务费

1.本项目代理服务费合计人民币 20800 元整，根据各包金额

的比例进行分配；

2.招标服务费缴款账号：

代理服务费收款单位：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南区支行

账号：511610015018170335724

联系人：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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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应知事项 说明和要求

联系电话：0830-3161022

注：转代理费时请注明项目名称及包号

9 响应文件递交地点
递交地点: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泸州市佳乐

世纪城金融中心7号楼2301室。）

10 响应文件数量

每一个包独立做响应文件，按包进行响应文件递交，否则作
无效响应处理；正本 1份、副本 2份，电子文档 1份（U盘）。
以及用于开标唱标单独提交的“报价一览表”1份。电子文档
须为正本复印件，便于采购方整理备案。

11 响应文件有效期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90天

12 进口产品相关政策 未要求提供采购进口产品的，禁止供应商投进口产品。

13 比选文件咨询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830-3161022

14
比选过程、结果工

作咨询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830-3161022

15 成交通知书领取

成交公告公示后，请成交供应商凭有效身份证明证件到比

选代理机构领取成交通知书。

联系人：卿女士 联系电话：0830-3161022

地址：泸州市金融中心佳乐世纪城7号楼2301

16 文件解释权 本次采购非政府采购，采购文件解释权归采购人。

比选项目服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采购医用耗材 1批及相关配送服务供应商。

包号
品目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是否
允许
进口

计
量
单
位

预采购
数量（3
年）

本项目
单品最
高限价
（元）

01 包
（原
03
包）神
内介
入包

01-01
可控导丝

直径 0.35mm，长度

200cm-300cm
是 根 50 3395

01-02
PTA 导管

直径 2mm-7mm，长度

20mm-30mm
是 个 50 2500

01-03 球囊扩张导管用球囊充

压装置
否 个 50 462

01-04 栓塞保护器 直径 4mm-6mm 是 个 50 14100

01-05
外周支架和输送器

支架直径 6mm-10mm，支架长

度 30mm-40mm
是 个 50 10285

01-06 旋转式 Y 型连接器 否 个 5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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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包
（原
04
包）人
工血
管包

02-01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膜支

架系统
直径：5-13mm 是 个 30 37632

02-02
不可吸收缝合线

缝线直径 0.109mm，阵线比

1：1
是 根 66 248

02-03
人工血管

血管长度 45cm，直径 4-6mm，

带支撑内环
是 根 30 12900

02-04 心血管补片 长宽规格 3*3cm 是 片 50 3000

02-05
球囊扩张导管

球囊直径 7mm，球囊长度

4cm，推送杆长度 75cm
是 盒 80 4500

注：本次的“预采购数量”只作为本项目采购报价使用的数量，最终结算以实

际使用数量为准。

二、技术要求

包号
品目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规格及要求

01 包
（原
03
包）神
内介
入包

01-01

可控导丝

1.包装：1根/包；2.组成：导丝远端带有镍钛诺管，尖端带有不透射线

铂钨合金绕丝；3.材质：该器械的芯丝材料为 304 不锈钢,远端部分涂

有亲水涂层,其余部分至近端涂有聚四氟乙烯；4.灭菌方式：环氧乙烷

灭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5.有效期≥3年；6.规格：直径0.35mm，

长度 200cm-300cm。

01-02

PTA 导管（劲动脉球

囊扩张导管）

1.包装：1 个/盒；2.组成：由连接器、海波管、中间管、远端管、导丝

管、不透射线标记及球囊组成；3.材质：由聚碳酸酯、Pebax、聚酯胺、

铂铱合金、不锈钢、PTFE 等材料组成，涂有 LFC 亲水性涂层；4.灭菌方

式：环氧乙烷灭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5.有效期≥3年；6.规

格：直径 2mm-7mm，长度 20mm-30mm。

01-03

球囊扩张导管用球

囊充压装置

1.包装：1个/盒；2.组成：球囊扩张导管用球囊充压装置主要由充压装

置本体和单三通阀组成；3.材质：尼龙、ABS、聚碳酸酯、聚氨酯、异

戊橡胶；4.灭菌方式：环氧乙烷灭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5.有效

期≥2年。

01-04

栓塞保护器

1.包装：1个/盒；2.组成：该产品由连接在不锈钢丝上的镍钛抓捕丝贯

穿着的抓捕网和导管组成；3.材质：抓捕网材料为镍钛合金,带有与镍

钛合金共价结合的肝素分子涂层；4.灭菌方式：环氧乙烷灭菌或其他法

定有效灭菌方式；★5.有效期≥2年；6.规格：直径 4mm-6mm。

01-05

外周支架和输送器

1.包装：1个/盒；2.组成：该产品由自膨式镍钛记忆合金外周支架和导

管输送系统两部分组成；3.材质：支架为镍钛合金材料制成，分为直形

和锥形两类，不透射线标记材料为钽金属；4.灭菌方式：环氧乙烷灭菌

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5.有效期≥2 年；6.规格：支架直径

6mm-10mm，支架长度 30mm-40mm。

01-06

旋转式 Y型连接器

1.包装：1个/盒；2.组成：由旋转式 Y 接头、导入器、转向器组成；3.

材质：PC、PP、不锈钢、聚丙烯；4.灭菌方式：环氧乙烷灭菌或其他法

定有效灭菌方式；5.有效期≥2 年。

02 包
（原

02-01 肝素涂层血管内覆

膜支架系统

1.包装：1 根/盒；2.材质：膨体聚四氟乙烯和镍钛合金；3.灭菌方式：

环氧乙烷灭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4.规格：直径：5-13mm，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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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包）人
工血
管包

架长度至少包含 5、10、15cm，推送杆长度≥120cm，含不透射线标尺。

02-02
不可吸收缝合线

1.包装：1 根/盒；2.材质：膨体聚四氟乙烯；3.灭菌方式：环氧乙烷灭

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4.规格：直径≥0.1mm。

02-03

人工血管

1.包装：1 根/盒；2.材质：膨体聚四氟乙烯；3.灭菌方式：环氧乙烷灭

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4.规格：血管长度≥45cm，直径 4-6mm，

带支撑内环。

02-04
心血管补片

1、包装：1 根/盒；2.材质：膨体聚四氟乙烯；3.灭菌方式：环氧乙烷

灭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4.规格：≥3*3cm。

02-05

球囊扩张导管

1.包装：1 根/盒；2.材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尼龙；3.灭菌方式：

环氧乙烷灭菌或其他法定有效灭菌方式；★4.规格：球囊直径至少包含

7mm、8mm、10mm、12mm 四种规格，球囊长度≥4cm，推送杆长度≥75cm。

三、商务条款

1.服务期限及合同签订要求

1.1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 3年。

1.2 成交之日起（以成交通知书日期为准），15 个工作日内到泸州市中医医院综

合采购部办理相关合同签订手续，须带齐成交通知书、廉洁承诺书、履约保证金

银行回执单或担保函、公司（厂家）相关资质和产品授权证书等（参照《医疗器

械归档资料收集清单》），如成交供应商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

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同时，将追究成交供应商的缔约

过失责任。

1.3 合同签订后一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内如果连续两次相同质量问题发生并整

改不到位的，采购人有权取消第一名的成交资格。

2.服务及交货地点：泸州市中医医院指定的地点。

3.付款方法和条件：根据采购人的实际入库数量，验收合格后，在医学装备部办

理入出库手续交财务科，付款周期 6个月，请供应商自行核算资金利息。

4.比选响应报价要求及货款结算金额：

4.1 报价要求：每个参选产品单价不得高于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及医药价格监管

平台公布的“截止上月末全省医疗机构最低采购价”，同时也不得高于本项目

规定的单品最高限价。否则报价将视为无效报价。

4.2 按月动态结算，合同最终结算价格=∑单品单价*采购人实际采购数量；如果

在结算单月，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及医药价格监管平台公布的“截止上月末全省

医疗机构最低采购价”和“联动参考价”及“本次采购的成交单价”，取三者最

低价进行结算。

4.3 在三年合同期限内，实际结算金额未达到成交金额总额的，以实际结算金额

为准；成交金额结算完毕，合同自动终止，采购人重新实施采购。

5.配送及服务要求：

5.1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因产品自身质量原因出现异常情况，成交供应商能在收

到院方口头或书面通知后请厂家或专家 1日内到采购人处协助解决异常情况，相

关一切费用由成交供货商负责。

5.2 对于一些需要指导的新产品，供应商必须做好相关培训工作，培训产生的费

用由成交供货商负责。新开展的项目或同一测定项目检测方法改变升级，供货商

需无条件提供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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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成交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须提供至少 1名经过相关培训的临床跟台人员，并

提供所需的专业配套工具。

5.4 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所在地或周边地区设立库房，能快速提供售后服务，配

送及时，一般耗材于 24 小时内送达，急用耗材应根据需要按时送达。同时提供

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质量保证书、保修卡等相关资料，进口产品必须同时提

供报关单及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5.5 成交供应商每次送货需由专人送货上门（不接收邮寄），当面核实清点货物

后方可办理入库，且须保证货物、发票、随货同行单（公司出库单）、合格证（或

检验检疫报告）一并送达，如有缺项，医院有权拒收该货物。因此造成的后果，

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如在服务期内出现 3次以上未按要求进行办理的，医院有权

终止合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6.验收标准：按采购方对耗材的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7.其他商务要求

7.1 履约保障：成交供应商在履约期间，若因国家、部门政策规定出现与合同约

定相抵触时，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成交供货商在履约过程中，若出现违法、违

纪、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责任外，采购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其供货资格；成交供

货商在履约过程中，若出现三次以上未按规定履约的同一违约行为时，采购方有

权单方面取消其供货资格。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出现重大质量问题，造成恶

劣影响的，采购方除按上述条款，责成赔偿，要求承担医患双方调解的费用赔付

外，还有权单方面取消其供货资格。

7.2 如果采购人在正常保管和使用前题下，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医疗事故及纠

纷，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并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并承担医患双方调解的费用赔

付；若涉及产品质量鉴定，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委托相关具有相关检测资质的质检

部门进行检测，并承担相关费用。

7.3 成交供应商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需提供制造厂家授权书和产品相关注册

（备案）证书（在响应文件中不需提供）等采购人要求的相关资质证件（参照《医

疗器械归档资料收集清单》执行），如不能提供,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7.4 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算 20 日内将采购文件要求的相关

资料交医院审查（不可抗力等因素除外），并按照医院审查要求补齐相关必要资

料。违者，医院可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处理：①视为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资格，由

成交供应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人民币 5000 元。②医院重新开展该项采购工作。

7.5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算30日内与医院签订书面合同（不

可抗力等因素除外）。违者，医院可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处理：①视为成交供应商

拒绝与医院签订合同，取消成交供应商中标资格，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人民币 10000 元。②原则上医院重新开展该项采购工作。③医院也可根据评审

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序位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同时进行

公示。

8.产品质量要求：

8.1 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生产企业或国家有

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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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有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厂原装合格正品(最大容

量产品)，并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产品包装（含最小包

装）必须符合国家关于医疗器械的相关法律要求。

8.3 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的包装均为货物出厂时原包装，并保证所提供的货

物在装卸、运输和仓储过程中有足够的包装保护，防止货物受潮、生锈、被腐蚀、

受到冲撞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损坏。

9. 关于成交价格挂网要求双方在合同中进行约定。

10. 投标供应商自行核实投标产品须在国家医疗保障局下发的医用耗材最新目

录库中，医用耗材国家编码能确保医保患者正常联网结算。若因投标产品未纳入

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医用耗材最新目录库而导致医保患者无法正常联网结算的，供

应商须及时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协调处理。

注：以上商务条款为实质性条款，均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视为非实质性

响应比选文件，做无效文件处理，须按比选文件要求在商务响应表中予以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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