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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招林文件 TYZB-2018-63

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現有 “200t汽車衡"項 目具各招林条件,欧迎

符合要求的投林方按招林文件規定的内容,参加本項目的投林。

一、招林内容

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 200t汽車衡一套,具体要求洋見本文件。

二、投林方資格要求

1、 投林方庇具有独立法人資格和一般幼税人資格,井具有相庇的資

反 ;

2、 投林方庇具有所投林没各生声許可江或張制性決江iIEギ (需張制

汰江的)3

3、 投林方力所投林没各的生声

「

家或授杖代理商 (需提供生声
「

家

授杖ギ);

4、 投林方庇具有良好的径菅信誉和与所投林没各癸似的立須 ;

5、 具有良好的銀行資信和商立信誉,没有赴千被責今停立、財声被

接管、凍結、破声状恣 3

6、 在最近三年内没有端取中林、声重達豹,所生声、第修的項目未

友生重大及以上反量安全責任事故 3

7、 投林方不存在尚未了結的重大訴淡案件 ;

8、 相美法律法規対合格投林方的其他要求。

三、相美要求

(一 )没汁条件及要求
1、 称重物料 :

2、 最大秤量8200t。

3、 最小秤量8 400kg。

4、 安全道裁8150%FoS。

5、 允斉通道的汽牟軸載875ザ 60t。

6、 栓定分度値 20kg.

7、 基坑形式:元基坑3(地上式)。

8、 准碗度等級8 01MLIII。

9、 安装形式8地上衡。

10、 台面尺寸:3.2mX18m(4市 台面 )。

H、 力投林人的庇本次招林和針対本次招林合理逸拝没各規格型号,

招林人提供物料参考数据,此数据供供投林人参考,没各技木性能坪定及

相美事項均以項目投声后正常生声吋物料実沢J数据力准。

12、 没各工作吋同:没各力連銭工作,没各送行 24小吋/天。

13、 工作方式8整奪汁量、随机昆示、数据存備、打印制表。

(二 )没汁及唸牧林准
《中学人民共和国汁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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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人民共和国汁量法施刻只J》

GB/T7723-2008   固定式屯子衡器

JJG539-1997    数字指示秤

GB/T7551‐ 2008   称重倍感器

GB14249.1‐ 1993  屯子衡器安全要求

GB/T4167… 1984   1-5等石去F―1200t

GB14249。2-1993  屯子衡器通用技木条件

GB/T7724… 2008   屯子称重供表

GBl1345      鋼爆縫手工超声波探傷方法和探傷結果分象

GB/T14250-2008  衡器木活

GB1764      漆膜厚度測定法

GB/T1563‐ 2003   衡器声品型号編制方法

JJG555-1996    ♯自衡器通用栓定規程

GB985 気爆、手工EL弧帰及気体保伊帰爆縫坂口的基本形式均尺寸

GB8923      治装前鋼材表面銹独等象和除銹等象

GB3323      鋼溶化帰対接接共射銭照相和反量分象

GB/T7551     《称重倍感器》

GB14249。 1    《屯子衡器安全要求》

GB191 《包装備送国示林志》

GB 14249。 2     《屯子衡器通用技木条件》

JJG567 《栓衡牟栓定規程》

GB7724      《称重昆示控制器技木条件》

JJG99       《砿F―l栓定規程》

JJG109      《砿偶栓測侠器栓定規程》

(三 )不保、安全要求

1、 投林人所提供的工程没汁、没各、材料必頒完全符合国家不保、

安全、消防、取並工生等相美法律法規及規疱要求,井能通述唸牧。因投

林人原因尋致不能通述唸牧的,投林人鹿免費逃行整改宜至通述唸牧,井

承担隻唸的所有費用及由此給招林人造成的径済損失。

2、 当操作者失渓或没各送行一旦迭到危陰状恣吋,庇通述連鎖装置

終止危陰、危害友生;在易友生故障和危陰性校大的地方,配置醒目的安

全色、安全林志;必要吋,没置声、光或声光狙合扱警装置。

3、 安全没施配置和施工必独符合 (包括但不限千以下林准,執行林

准力国家最新友布林准):
HG/T20675-1990《 化工企立静屯接地没汁規程》、SH3097-2000《石

油化工静屯接地没汁規疱》。

(四 )供貨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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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規格型号、分格

序号 名称 規格型号 単位
数

量

主要

材灰

重量

(kg)

声

家

生

戸

単

倫

恙

倫

各

注

1 汽牟衡 200t 套

2、 主要部件配畳 (単台 )

序

号
貨物名称 規格型号

単

位
数量

原

声地
単倫 忌倫 各注

1 称重借感器 QS¨ D‐40t ロ
ハ

10 中国

2 昆示侠表 D39‐WA ム
口 1 中国

●
Ｊ 屯脳 咲想

ム
口 1 中国

4 塁示器 22寸 ム
口 1 中国

5 大屏幕 5寸 ム
口 1 中国

6 打印机 愛普生 630k ム
ロ 1 中国

7 UPS 施耐徳 500w ム
口 1 徳 国

8 侠表屯貌 4芯屏蔽 米 30 中国

9
不銹鋼数字

接銭金
Jh‐ d‐ 10p 套 1 中国

10 称重軟件 単机版 套 1 中国

(五 )没各材反/性能要求
1、 称台技木要求
(1)秤合錆杓:来用 U型載面的冷弯型鋼姐帰,秤台図J性 81/1000;

安全系数ン2.5。

(2)汽車衡面板采用済鋼集固有限公司、鞍山鋼鉄集囲公司、宝鋼
集固有限公司声品,面板厚度力 16mm的原平板;端板厚度3 20 mm(材
反 Q235A)。

(3)汽牟衡来用不低千 6道 U型尤骨主梁。
(4)秤台工作温度8-40℃～+60℃ ,台面平整度元形交。
(5)秤体連接赴及引力突交区域庇采取加張没汁,満足高頻次、耐

磨損的悪劣使用要求。

2、 倍感器技木指林
(1)結杓:圧力析式館杓,40CrNiMoa材料,采用激光帰接密封。
(2)称重倍感器采用智能 AD模映実現数字量輸出。
(3)対銭性、嬬交、滞后、温度能逃行数字ネト僕 3

(4)繰合精度8 01ML C3。

(5)嬬交 (30分神):<0.017%FoS/30′。
(6)内 部自栓,故障自珍断功能。
(7)防二次雷書、抗射頻干抗。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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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有偏載調整功能。

(9)更換倍感器不需重新林定。

(10)具有防作弊功能。

(H〉 零点温度系数8く 18ppm FoS/℃ 。

(12)量程温度系数8く 6.7ppm FoS/℃ 。

(13)♯銭性:<0.017%FoS。

(14)滞后8<0.017%FoS。

(15)重隻性:<0.010%FoS。

(16)使用温度疱□8-40°Cγ+55° C。

〈17)防押等象:IP68(全不銹鋼爆接密封,防水、防潮、防腐独 ,

適用千悪劣工立不境)。

(18)絶嫁阻抗8>2000MΩ(屯圧 50VDC)。

〈19〉 疲芳寿命:>100万次 (提供数据 )。

(20)最小栓定分度値8 Emax/10000… 60000。

〈21)倍感器汁量汰江林准8 CMA/NETEP/OILM。

〈22)按照 EN 45 501符合屯磁兼容要求。

3、 静恣汽専衡称重塁示侠技木指林和性能

(1)昆示器8 7inchTFT昆 示屏塁示器。分誹率:800X480

(2)背光寿命820000小吋。

〈3)鍵盤8可以輸入中文、字母和数字。

(4)外売:不銹鋼。

(5)倍感器激励EL圧 :12VDC。

(6)分度数81000～ 100000。

(7)内 分排力32,000,000。

(8)工作EL圧 8 HO～220V,屯流80。3A。

〈9)使用温度力 ‐10° C～40°C,相対湿度力 10%～85%,不冷凝。

(10)存嘘温度力 ‐20°C～60°C,相対湿度力 10%～85%,不冷凝。

(H〉 侠表負載能力:16只数字倍感器。

(12)支持数字倍感器。

〈13)接口保押屯路:保伊串行日、井行日。

(14)支持多神打印机:PQ30/PQ16/PQ50/LQ300Ⅳ XKH21。

(六 )主要功能

1、 全中文塁示操作界面,在銭浜字輸入和打印。

2、 基本称重功能3清零,去皮,清皮,毛重和浄重状恣自劫零眼踪。

3、 数字濾波:数字濾波技木。

4、 キ号/皮重功能:1,500今牟号皮重存備。

5、 用声自定文字段:用戸可以定叉項目名称,避行分項累汁。

6、 数据測覧:称重数据測覧功能,随吋可以ネト打汁量単。

7、 数据江忌:根据任意吋同段打印和ツE忌称重数据,分項累汁功能。

■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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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紳打印格式 : 西神固定的汁量単格式, 1神用庁可編程的打印格

式,;      
理功能:操作員和管理員。

lo、 数据庫通程坊同。

H、 侠表自珍断功能:帝助用声快速友現故障。

12、 供表操作日志功能3提供操作眼踪。

13、 栓定周期没置和錯封功能8防作弊。

14、 支持大屏幕豆示器。

15、 吋同日期功能:具有吋神昆示,悼屯保伊功能。

16、 井行接口8連接打印机。

17、 同絡接口:以太同接口,用千通程数据倍輸。

18、 2今串行日:RS232/RS485/20mA屯 流不。

19、 僕表増加了串口隔高保伊,降低了侠表因静屯干抗及浪涌屯圧造

成的接口損不。

20、 采用特殊編制的加密通諷跡洪,直接屏蔽了各神作弊信号的千抗,

炊根本上杜絶了作弊行力的友生。

21、 数字昆示称量結果,単位力 Kg ttt。

22、 具有数字校秤功能。

23、 防雷書功能

〈1)整今数字式汽車衡系統具有防雷書功能,防雷書水平 80000A。

(2)整今系銃需有良好的接地,夫鍵部件:数字式倍感器、侠表、

接銭食和信号屯筑単点。接地8接地屯阻小千 4Ω 。

(3)配置屯源浪涌保押器,可承受的最大浪涌屯圧8 6000Vp…p和最

大浪涌屯流83000A。

(4)数字式倍感器、侠表、接銭盆的内部 PCB分男J逃行浪涌保伊没

汁。

24、 大屏幕昆示器技木指林和功能 (空 白処由投林人填写 )

(1)外形尺寸8630X190× 40

(2)塁示:LED
(3)光林符号 :

(4)数据輸入8 20mA tt RS232

(5)使用温度疱国:… 20°C～ 65°C

〈6〉 相対湿度:10～ 95%(元冷凝)

〈7)EL源 3 220VAC(… 15%～ +10%),50Hz± 2%
(8)功率:0.3A
25、 操作控制靖 (空 白赴由投林人填写)

(15)汁算机品牌:咲想

(15)CPU:
(15)塁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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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打印机8愛普生 630k。

(15)LIPS屯源3 1KVA,不超道負荷率的 60%。

〈15)軟件:同絡盗控版称重管理軟件 (今后免費軟件升数),軟件

管理系統可実現重、空革称量后自功算出浄重、打印出友貨単位、品神、

日、月、年累汁等各神扱表。可格数据倍輸上位机処理等功能。

(七 )其他

1、 除銹:原材料、秤台表面均庇按照 GB/T8923.1-2011餘覆治料

前鋼材表面処理》的規定避行除銹防腐処理,除銹方法庇以噴砂除銹力主 ,

除銹等象鹿込到 Sa2.5級 。

2、 除漆:首先噴泳丙帰酸富倅底漆,在一定的吋国内噴泳寺用云鉄

中同漆,最后噴除丙帰酸磁漆,除漆的尿数、毎居的干燥吋同等除漆工芝

声格按照泳漆反量工芝控制文件執行,符合国家林准。

3、 没各的選出口法三庇有材料林氾、規格及圧力等象林通 (鋼 印)。

4、 没各連接采用単共 8.8象高張螺栓,螺栓、螺母庇有強度林遍 (奪図

印)3没各的銘牌采用不銹鋼,托架材反須与同官相爆的売体材反一致。

銘牌内容庇符合 《圧力容器安全技木盗察規程》和 GB150的規定。銘牌

高出没各外表面 75mm或高出保温 50mm。

5、 如帰縫被内外附件、塾板所覆蓋,只J庇在覆蓋前対爆縫避行磨平、

100%RT和 100%表面栓測合格后方可逆行下一歩制作。

6、 鋼板厚度按照国家林准要求的備差逃行采賄。

7、 所有受圧的爆接接共飯力双面全帰透結杓。若由干結杓原因不能

双面爆,只J需采用気弧爆打底単面爆,双面成型的工芝。

8、 受圧件的帰接接共表面飯清理干浄,不得有任何ヽ澱物、爆瘤等

昇物。

9、 在帰后熟処理前,庇完成所有預帰件的爆接。熱処理后所有帰接

接共 (包括帰縫、熟影鳴区及母材 )的硬度不大干 200HBW,熱処理前需

杵平合梯子塾板,管銭支禅用市点板,裾座及吊耳等爆好,塾板材料与主

体材料相同,最終熱処理后不得在売体上施帰和引弧,不允許在接触介反

側打磨或打鋼印。

10、 爆接基硼通用林准 :

GB/T3375-94爆接木活

Gb324-88帰縫符号表示法

GB5185…85金属帰接及行爆方法在国祥上的表示代号
GB12212-90技木制圏爆縫符号的尺寸、比例及筒化表示法
GB4656-84技木制圏金属結杓件表示法
GB985…88気爆、手工屯弧爆及気体保押爆爆縫岐目的基本形式和尺寸
GB986-88埋弧帰帰縫坂目的基本形式与尺寸
GB/T12467.1-1998爆 接反量要求
GB/T12468.2-1998爆接反量保II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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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468.3-1998爆接反量保IIE

GB/T12468.4-1998帰接反量保江

GB/T12469-90爆接反量保iI鋼熔化帰接共的要求和快陥分象
GB10854-90鋼 結杓爆縫外形尺寸
GB/T16672-1996帰縫――工作位置……傾角和特角的定叉

H、 没各和管道顔色 :

執行林准采用 《SWT 3043-2014石 油化工没各管道鋼結杓表面色和林

志規定》。

12抗偏載,抗側向能力張3接銭金放置在防水的位置3径国家法定

汁量机杓汁量合格。

13、 中林方避

「

安装前須交幼合同意金額 5%安全施工保江金,没各

安装完成元任何昇洪元息返込。

技木姿洵8 刈付合  15864175986
四、承包疱国

本没各力交明匙工程,投林人負責但不限干汽車衡及配套没各的没汁

方案、這行及凋拭没汁方案、没各制造、♯林没各制造加工/供貨、配套

没各、屯器 (含静屯接地)、 侠表(含限位)、 防腐材料、易損件、這輸、     ド

操作規程、没各安装、凋拭、培り|、 告后服各、技木資料、当地汁量部「1    1
的栓沢J以及技木服努等内容。中林后不准橋包,一変友現立即終止合同井

按有美法律戸粛処理。                           ロ
ヽ

五、反保期及交貨地点                        i
l、 反保期:自 唸牧合格之日起 1年。在反保期内若友生反量同題,     ′

中林方庇免費鍵修与更換.                         ・

2、 交貨地点: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指定

「

区内。

六、交貨期及投林有数期
1、 交貨期:各投林方自扱最短交貨期 (指合同双方釜字蓋章生数之

日起至安装完成唸牧合格的吋同段 )。 因中林方原因施期,毎抱延一天拍

除合同意金額 1%的達釣金。

2、 投林有敷期890天。

七、投名、投林、升林吋同及地点

扱 名 吋 同:2018年 7月 19日 -26日 3

投林裁止吋同:2018年 7月 27日 下午 2吋 3

升 林 吋 同82018年 7月 27日 下午 2吋 30分 :

扱名及投林文件逃交地点: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招林委員会亦公室
(山 本省高城市国家高新技木升友区富隼街木首)3

升林地点: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声立国科研楼会波室 3

咲系屯活318866002356   借真80534-7525566。

人、投林文件的要求及分数
投林ギー式 5分 ,其中正本 1扮 ,副本 4分 (其 中一分力 USB接 口



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招林文件

投林ギー律不予退述。H-Txel
九、相美費用
1、 林ギ費毎分式信元整 (Y200。oo),招林方升具財劣牧据,元沿中林与否,概不退逐。
2、 投株方交幼投林保iIE金参仔元整 (Y300o.oO)。 下列任一情況友生吋,投林保江金将被定性力達釣金,投林方承担達豹責任,投株保江金不予退述 8

(1)投林方在招林文件中規定的投林裁止日期后撤備投林文件的 ;

(2)投林方采用任何不正当手段瑞取中林的 :

(3)中 林方在規定期限内未能按規定釜汀合同或接受対錯渓修正的 ;

(4)中 林方的其他責任造成達豹的。
3、 中林服努費8中株方奴向招林方交幼中林服努費,中林服努費按中林合同金額分段提取,中林金額在 loo万元及以下的部分力 5%0,中林金額在 loo万元～200万元 (含 200万元)的部分力 3%0,中林金額在 200万元以上的部分力 2%0。

4、 投林保江金、中株服努費交幼采用屯江方式,林弔費交幼采用現金或屯江方式。

牙声銀行及敗号 :

単位名称:通裕重工股分有限公司
牙戸銀行:工商銀行高城市支行
スK    4子 : 16120035092000o7454
5、 投林方清干 2018年 7月 26日 17吋前将投林保江金屯江至招林方指定敗声,以升声銀行出具的資金到敗免IIE力准,将干中林方与招林方釜汀合同后元息退込。
6、 本次招林牙林,采取坪林、波林方式,不向未中林単位倣任何解経。
7、 中林単位牧到中林通知 2日 内到招林方交幼中林服努費井釜汀合同,述期祝力自動放奔。
十、友票汗具及付款情況
1、 中林方頒汗具全額 16%増値税寺用友票,如中林方不能及吋牙具友票,招林方有枚順延付款期限,相美責任由中林方承担。
2、 本項目以現江或承見付款。具体付款逃度如下 :

(1)合同双方釜字蓋章生敷后預付合同意金額的 30%,同時中林方向招林方交幼 lo%的合同履釣保江金 ;

(2)没各安装凋拭完半,自 交付卒同使用之日起正常使用一今月后逃行聡牧,強牧合格后付合同意金額的 60%(此次付款前中林方須汗具全額 16%増値税寺用友票),同吋元息返述 lo%的合同履豹保江金 ;(3)余款 10%力反保金,自輸 ll■合格正常使用之日起両年后元任何反量昇波付清。

TYZB-20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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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裕重工股伶有限公司招林文件

十頑潔覆薩饒舅ぷ輩炉堕年
想   評襟霧憔   幌

用中学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定汁量単位。

λ       部分 (統一格式)包括 3

投林函3

舞楓頭株季連請後馨彗狙晟部分的名称、型号、数量、枡格、声地及

品牌)

技木条款偏高表 3

『艮)3
)。

8窪亀飛巽美機最璽孔弔、身分iIE夏印件及授杖代表身分江隻印件、

員工g響
正製話珍乗五異他江ギ隻印件 (当年年栓合格井加蓋公章);

③反量管理体系汰江江ギ及其他江弔隻印件 (加蓋公章)3

④投林方 (制作方)情況表 3

⑤生声斉可江 (隻印件,実行生声許可江制度的没各提交)3

⑥近三年与本次招林癸似的径菅立須表及立須江明材料 (包括用声名

称、項目名称、合同日期、咲系人、咲系方式等)3

⑦投林声品所荻国仇、部仇、省仇等末誉江ギ (夏印件井加孟公章)3

③近三年的径会汁師事分所或常汁卿事分常汁的投林人財各扱表 (利

潤及分配表、資声負債表、現金流量表)。

3、 投林ギ附件的編制及編目

投林ギ附件由投林方祝需要自行編制,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①提供咳投林没各主要技木数据和性能的洋鯛描述3

②没各加工制作、輸牧林准:

③投林方提出的合理化建波3

④没各的技木服分和告后服分内容及措施3

⑤投林方決力庇提交的其他江明文件。

4、 投林扱伶

(1)所有投林均以人民市扱倫。

(2)投林方要以表格格式扱竹,以現江、

法人代表或授杖代表釜署井加蓋単位公章。

(3)最低扱倫不是中林的唯一依据。

‐10‐

承党両紳形式分男J扱倫,井由



ミ裕重工般分有限公司招林文件

(4)投林扱倫坪包括承包疱国内的所有費用。
5、 投林文件的釜署及規定
(1)投林方庇填写全称,同吋加監印章。
(2)投林文件必奴由法人代表或授枚代表釜署。

祥。罰業拝蚤雷費澤葎F須
用不褪色的墨水填写或打印,注明 “正本"字

字或菫彗「

文件不得治改和増刑,如有修改錯漏処,必飯由同一釜署人釜

軍埜F糞箱易言

述濠草或表込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投林方負責。

曼犯任何第三方的枚利和知沢声枚。
方鹿負責与第三方交渉,井承担由此

賠僕責任3如使用第三方知沢声枚鹿挺最亀亀鶴徐r林
方造成的損失承担

TYZB-20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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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林方名称 :

招 林 編 号 :

汗林一覧表

IWZ]B‐2018‐ 63

法定代表人或授枚代表 (釜字)8
投林単位 (蓋章):

年  月

項目名称 数量
(套 )

扱倫 (元/套 )

200t汽車衡

招林文件噛鹿程度 : ①商各条款:

②技木条款:

交貨期:合同双方釜字孟章生敷之日起  _天安装完成交付使用。

告后服各:接需方屯活通知,__小吋的庇, _小 吋到送現場処理。

重要悦明:

λ
Ｊ
／



招投林廉清跡波事

力鍵抄招投林双方的合法収益,打造 “公平、公正、公牙"的招投林不境,現招投林双方対
                    項目的招投林活動,送成如下跡波 :一、招林方承諾:

(一 )保江友出的招株文件等内容都是真実、透明、公平、公正的,不与某―投林方串通和達反招投林規只J。

(二 )声格遵守招投株規只J和究律 ,

前提,充分保夕投林方利益。

不泄露投林企立商立机密,井以窄押招林方利益力

(三 )中林条件是在声品反量符合招林方相美林准和豹定的技木要求前提下,逸拝性伶Lヒ最仇方中林。

(四 )在招林辻程中,招林方格始終堅持公平、公正、公升的原只J,絶不以不正当手段豹東任一投林方或以敲作勒索等ヨト正常手段操控正常招林辻程。如招林方人員存在不正当行力,投林方可直接屯活向招林方投訴,井可挙扱招林方工作人員的不正当行力。
(五 )堅決杜絶招林道程中的賄賂行力,不牧受、不向投林方索取任何有介値物品。凡有招林方取員向投林方索賄者,投林方有叉努向招林方逃行挙扱,招林方杵対相美取員遊行処

:常言:;3]:肝
観
li試

夢呪留影襲為露「 夕|

二、投林方承諾 8

(一 )保江友出的投林文件等内容都是真実、正碗、
串通和達反招投林規只J。

有敷的,不与招林方或某一投林方

(二 )戸格遵守招投林規只J和妃律,不泄露招林企並商立机密,井以鍵押招林方利益力
前提,充分保押招林方利益。

(三 )不串林、国林及拾林,不排排其他投林方的公平党争、損害招林方合法枚益。
(四 )堅決杜絶招投林辻程中的賄賂行力,不向招林方取員賄賂任何有介値物品。凡有

投林方向招林方取員行賄者,一径友現,永久取消投林方資格井追究達豹責任。
(五 )不吸容唆使行賄,不包容受賄,不悪意投訴,井対投訴銭索的真実性負責。
(六

L投
林方若

裏手晏愚ご
内
今

的行力,原意接受招林方処罰。給招林方造成損失的,依法没牧投林
`7だ

。脚 事
金不足以弥ネト給招林方造成的損失,男需賠僕不足部分。

盗督挙報

撃屁「

取

け

/鏃
鶴

雌    咲系ん

 ヽ  ~―

法定代表人 (笠字 ):

投林方公司 (監章 ):

法定代表人 (釜字 ):

年  月  日
年  月

招林方公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