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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招标文件

设备招标[2022]第 17 号

项目名称: 10T/H 陈醋盘式过滤机

招标人: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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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10T/H 陈醋盘式过滤机项目进行

邀请招标，现将招标事宜通知如下：

1. 招标内容：陈醋过滤系统项目，详见第三章“招标内容及要求”。

2. 招标公告取得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2022 年 5 月 24 日。

3. 报名时请提供电子邮箱获取招标文件。

报名需提交资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企业资

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三证合一新营业执照，及拟派项目经理的

项目经理证书或国家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社保证明、业绩证明材

料、项目合同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4. 以上证件均要求带原件留复印件（复印件一式两份，所有复印件

均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或可通过电话咨询、电子邮件发送原件的

彩色扫描件或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5. 招标截止时间：2022 年 5月 23 日

6. 开标时间：2022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00（具体以开标前电话及

微信通知为准）

7. 开标地点：湖南省宁乡经济开发区加加食品工业园。所有投标人

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必须准时参加，否则所递交的

投标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投标文件予以退回。

8. 招标联系人：何宏玉 15200881583

9. 技术答疑联系人：姜志权 13875959397

10. 投标文件编制及装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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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要求一正三副，正本和副本的封面上应清楚地标记“正

本”或“副本”的字样。当副本和正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投标

人应将所有投标的正本和所有副本分别密封。投标现场需要投标单位

提供电子版投标方案演示文件以便现场演示沟通。

投标文件不要求逐页小签，按招标文件要求签字或盖章。投标文

件应用不褪色的材料书写或打印，并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

代理人签字或盖单位章，投标文件封面、投标函均应加盖投标人印章

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

章的在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交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签字的，投标文件应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投标文件签署

授权委托书格式、签字、盖章及内容均应符合要求，否则投标文件签

署授权委托书无效。投标文件应尽量避免涂改、行间插字或删除。如

果出现上述情况，改动之处应加盖单位章或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确认。

第二章 投标单位须知

1. 投标文件中提供企业简介或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开标时请携带

电子版投标方案以便现场演示沟通。

2. 资格证明文件清单必须经过年检有效，且加盖投标方公章（无相

关资质的不用提供）

2.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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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税务登记证

2.3 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2.4 卫生/生产许可证

2.5 企业标准或执行的标准

2.6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7 特种容器相关生产/安装/检测资质

2.8 其他有效证件

3. 业绩一览表：投标文件中必须包括业绩一览表及类似项目合同复

印件。投标现场携带至少 3 份近三年以来类似项目合同复印件及案例

介绍。

4. 投标方同意在从开标之日起 90 天的投标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本投

标书的各项承诺。期限届满之前，投标文件始终对投标方具有约束力。

5. 投标方如中标，投标公司及任何关联公司在合同履约过程中不得

直接或间接给予招标人（含其任何代表或代理人等）佣金、款项、货

款、贵重礼品、 回扣、奢华的娱乐或其他有价值的物品。否则，投

标方即构成严重违约。

6. 投标人出现以下情况，招标人有权扣除投标人投标保证金：

6.1 围标、串标。

6.2 不履行投标承诺或者中标不履行。

6.3 伪造证明、证书、合同等相关证件。

6.4 其他违反本次招标书约定要求或国家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

7. 投标方认可招标方的评标程序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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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标方接受招标方以电话通知中标结果的方式。

9. 在开标、评标期间，投标方不得向评委询问评标情况，不得进行

旨在影响评标结果的活动。投标单位如果在招标过程中存在违反我公

司招标纪律的行为，经审计部核实后，对该投标单位实行永久禁入我

司的处罚。

10. 投标时间截止后不再接收投标，视为投标单位放弃投标资格。

11.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向招标人

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

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

12. 招标方有接受和拒绝任何或所有投标方中标的权力，并对所采取

的行为不作任何解释。

第三章 供货范围及技术要求

1. 盘式过滤系统配置标准：

编号 子项名称 单项名称 单机设备

22-05-17 盘式过滤系统(配真空转鼓过滤机 10 吨/小时生产线 盘式过滤机加真空转鼓过滤机

1.1 运行条件

项目 指标 备注

物料 陈醋

过滤物料持性
陈醋，浊度 200-300NTU，盐含量 2g/100ml,固形物含量

5-6g/100ml，温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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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a) 软水，硬度 30mg/L；

b) 供水压力 0.25Mpa。

a) 工艺用水，以现场核实为准；

b) 供水压力 0.25Mpa。

电

a) 供电电压：380V±10% AC；

b) 频率：50HZ；

c) 电源要求：三相五线。

蒸汽 饱和蒸汽，供应压力 0.4-0.6Mpa。

压缩空气

a) 含油量：≤8ppm，除尘微粒：≤3μm；

b) 压力：0.50－0.55MPa；

c) 压力露点温度：应比当地历史上年（季）极端最低温度至

少低 10℃，换算成操作压力下的露点温度。

环境温度 -5℃-40℃ 参照当地气候

环境湿度 20%-90% 参照当地气候

空间尺寸 根据设备布局图要求参照现场执行

1.2 设计依据：

1、过滤物料持性：陈醋，浊度 200-300NTU，盐含量 2g/100ml,固形物含量

5-6g/100ml，温度≤85℃；

2、过滤速率：一次过滤 4小时：≥10000L/H；

3、经圆盘过滤机过滤后的醋： 浊度小于 5NTU；

1.3 主要部件配置要求（标明型号规格）：

1、触摸屏、PLC：西门子（S7-1200）；

2、变频器：丹佛斯；施耐德

3、电器元件：施耐德；

4、电控气动元件、电磁阀：费斯托或 SMC

5、光电开关：P+F、SICK

6、主电机：SEW 电机，伺服电机：西门子或同等品牌

7、蒸汽用阀门：斯派赛克

8、材质：过流部件 316L，其它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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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要零部件目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单位 数量
预期寿命

（小时）
备注

1.5 随机备件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单位 数量
预期寿命

（小时）
备注

件 10

1.6 随机工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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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型

号
材质

品牌/生产厂

家
单位 数量 备注

2. 执行标准（国家或行业颁发的最新版本）：

2.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2.2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2.3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3. 验收标准：

8.1 设备功能符合技术要求。

8.2 设备材质符合现场要求。

8.3 设备安装符合相关标准。

4. 质保要求

本项目设备质保期至少一年（投标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填报

质保期限）。

5. 施工地点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内

6. 报价要求

按甲方提供的报价单进行报价（报价单详见附件），具体供货量



10

以实际采购供货量计算，报价单清单独密封。

7. 付款方式

按合同签订时的相关条款执行。

8. 发票要求

开具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四章 评标办法

1.针对本项目具体情况，采用综合评标法，同时考虑以下因素：

1.1 企业资信

1.2 产品质量

1.3 产品价格

1.4 设备配置

1.5 供货交期

1.6 售后服务

第五章 合同范本

参照招标方合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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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招标文件格式

目录

一、投标邀请函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三、招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四、承诺书

五、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等复印件

六、近三年业绩清单（含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业绩资料）

七、质量承诺、维保承诺及保证措施

附件 投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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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投标邀请函

致：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备招标，现邀请国内相应领域合格供应商就 10T/H 陈醋

盘式过滤机项目密封投标，如贵公司在本项目中中标，应当分别执行上述招标单位按照本次

招标结果发出的订单或合同，拒绝执行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且按照双方所签订的年

度合作合同追究贵公司的违约责任。

1. 项目名称：10T/H 陈醋盘式过滤机招标项目

2. 投标地点：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二楼。

3. 投标时间： 2022 年 05 月 24 日 9:30 时（具体以电话/邮件通知为准）

4. 投标结果公布形式：以传真、电话或邮件等形式公布。

5. 书面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以加盖“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为准。

电子类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以下述指定邮箱所发文件为准。

指定邮箱：hehongyu@jiajiagroup.com

6. 如对本次投标有疑问请以电话、传真或邮件等形式与招标方指定联系人联系，

与其他人联系获得信息无效。

指定联系人：何宏玉 姜至权

电话：15200881583 13875959397

地址：湖南省宁乡县经济开发区三环路与谐园路交汇处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5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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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承 诺 书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在此承诺，接受并严格遵守招标文件中所有规定，如果我们在贵方组织的

招标项目（标书编号： ）招标中中标，我们将严格遵守贵方的一切条款。提供的所有

均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确保安全不构成危害，如因我公司产品不符合国家标

准，我公司愿承担全部责任及全部损失。

承诺方名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授权代表签字：

承诺方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14

附件三：

法人授权委托书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名称）法人代表

授权 （全权代表姓名）为全权代表法人，参加贵方组织的招标项目 招

标活动（项目编号： ），全权处理招标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为我公司唯一授权代表人，

其他人提供信息无效。

法人代表签字：

投标单位全称（公章）：

日期：

附：

全权代表姓名：

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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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资格证明文件

（一） 营业执照

（二） 税务登记证

（三） 卫生许可证

（四） 生产制造厂家/品牌授权经销证明

（五） 企业执行标准（国标、部标、行标、企标）

（六） 年检报告（国家权威部门检验）

（七）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八） 投标方情况调查表

（九） 投标方成本分析表

（十） 法人代表授权书

（十一） 可以提供的其他有效证件

备注：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企业执行标准、年检报告、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及可以提供的其他证件是需加盖投标方及生产厂家的公章或合同章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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