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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2017年第四批教学仪器采购项目国际招标公告(1)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对下列产品及服务进行国际公开竞争性招标，于2017-05-19在中国国际招标网公告。本次招标

采用传统招标方式，现邀请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

1、招标条件

项目概况:包件一：倒置荧光相差显微镜 1套;

包件二：台式扫描电镜 1套;

包件三：高效液相色谱 1套;

资金到位或资金来源落实情况:本次招标所需的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包件一预算：人民币31万； 包件二预算：人民币47.8万元； 包

件三预算：人民币39万元。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的说明:本次招标所需的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招标文件已完善，已具备招标条件。

2、招标内容

招标项目编号:0705-174017300504/01

招标项目名称:东华大学2017年第四批教学仪器采购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中国上海市

招标产品列表(主要设备):

序

号

产品名称 数

量

简要技术规格 备

注

1 倒置荧光

相差显微

镜

1

套

3.2.1.1. *满足荧光、相差观测的使用功能。支持多模块扩充功能，提供更开放的试验平

台； 3.2.1.2. *物镜转换器：6孔物镜转盘； 3.2.4. *精确定位功能手动载物台，具备XY

锁定和复位功能；控制手柄扭力可调，手动载物台，配有样品移动尺、通用型标本托板和

各种孔板夹，可安装多种培养样本夹； 3.2.5. *聚光镜：5孔聚光镜；NA≥0.55

WD≥27mm。可以安装DIC、相称等配件； 3.2.7.1. *4X或5X平场荧光物镜

（N.A.≥0.13）； 3.2.7.2. *10X平场荧光物镜（N.A.≥0.3，W.D.≥10mm）； 3.2.7.3.

*20X长工作距离荧光物镜（N.A.≥0.4，W.D.≥6mm）； 3.2.7.4. *40X长工作距离荧光物

镜（N.A.≥0.6，W.D.≥3mm）； 3.2.10.1. *荧光滤色块转盘：孔位数大于等于6，无需拆

卸可更换激发块，防水设计； 3.2.10.2. *荧光激发块：蓝色（B）、绿色（G）、紫外

（U）； 3.2.11.1. *彩色制冷CCD，≥500 万真实物理像素，≥1 英寸CCD 芯片；

3.2.11.2. *CCD芯片的制冷温度≦零下20摄氏度； 3.2.11.4. * USB 3.0接口，兼容

Windows？ 7 和 Windows？ 8 64位操作系统； 4.3. *出保后备件及耗材提供优惠，出保

后配件及耗材将按照更换当年的最低折扣报价供应。

2 台式扫描

电镜

1

套

1.2. *电子学放大倍率：最小倍率≤15（非光镜），最大倍率≥60,000； 1.3. *检测器：

高灵敏四分割背散射电子探头，可成形貌像、成份像、凹凸像、阴影像； 1.4. *具有高真

空和低真空两种观察模式，且可以一键切换，无需更换其他装置； 1.6. *加速电压可调，

至少具有低电压5KV和高电压15KV以及适用于能谱的加速电压； 1.8. *最大样品尺寸：

≧70mm； 1.10. *电子枪：预对中钨灯丝，机器可随开随关，灯丝用户可自行更换，方便

快捷； 1.11. *图像模式：可在低真空下观察成份像、阴影像和凹凸像； 1.12. *可通过

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控制，Windows操作系统； 1.18. *可以扩展配置X射线能谱仪，无需

进行电镜主机硬件升级； 1.19. *维护保养：用户可自行更换灯丝，采用长衬管设计，可

方便一次性进行光阑等更换维护，无需专业工程师操作，节省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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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汽车...

BA系统维保服务招标公告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环境卫...

电梯维保服务招标公告

邀请企业施工公告

亚行世行

汉江雅口航运枢纽工程库区...

湖南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与...

重庆-全流程在线招标、投...

重庆--全流程在线招标演示...

贵州省水利电力学校利用亚...

外国贷款

资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购置医...

资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利用欧...

欧洲投资银行贷款陕西韩城...

欧洲投资银行贷款陕西韩城...

欧洲投资银行贷款陕西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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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效液相

色谱

1

套

2.1. *二元梯度液相色谱仪:1套 该成套设备不接受由不同品牌、厂家模块组合的产品。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或业绩:1）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2）投标人须为投标设备的

制造商或投标设备制造商授权的代理商（代理商必须提供制造商关于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 3）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期之前在国

家商务部指定的为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和行政监督的网上平台（以下简称招标网，网址为：

http://www.chinabidding.com）上完成有效注册。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

未领购招标文件是否可以参加投标:不可以

4、招标文件的获取

招标文件领购开始时间:2017-05-19

招标文件领购结束时间:2017-05-26

获取招标文件方式:现场领购

招标文件领购地点：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358号美丽园大厦14楼

招标文件售价:￥300/$50

其他说明: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可从2017年5月19日起至2017年5月26日止，每天（节假日除外）9:0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在中

国上海延安西路358号美丽园大厦14楼购买招标文件，在上述规定的招标文件出售截止期之后将不再出售本项目的招标文件。（购置

标书时携带开户许可证；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携带完整的增税信息表。）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17-06-09 10:00

投标文件送达地点: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358号美丽园大厦19楼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指定会议室（具体会议室见开标当日19楼电

梯厅的显示器）

开标地点: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358号美丽园大厦19楼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指定会议室（具体会议室见开标当日19楼电梯厅的显

示器）

6、投标人在投标前需在中国国际招标网上完成注册。评标结果将在中国国际招标网公示。

7、联系方式

招标人:东华大学

地址:上海松江区人民北路2999号

联系人:汤敏洁

联系方式:86-21-67792688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延安西路358号美丽园大厦14楼

联系人:卢杰、徐迪

联系方式:86-21-62791919×113、120

8、汇款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开户银行(人民币):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曹家渡支行

招标代理机构开户银行(美元):PING AN BANK CO., LTD

账号(人民币):215080920510001

账号(美元):11008342781394

其他: lujie@shabidding.com

友情提示：

为保证您能够顺利投标，请在投标或购买招标文件前向招标代理机构或招标人咨询投标详细要求，具体要求及项目情况以招标代理机构

或招标人的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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