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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一）投标函

致田阳县水电基建站：

我方认真研究了田阳县 2017 年面上贫困村饮水提升工程管材采购 1 标段（采购项

目编号：GXBSZC2017-G1-017-HY）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按规定提交了投标文件，原

意接受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全部约定，承担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属我方的全部义务。我方

的投标报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佰捌拾玖万陆仟玖佰捌拾伍元整（￥1896985.00 元）。

一旦通知我方中标，我们保证与贵单位签定合同并保证按照文件中所规定的时间完成

全部承包的项目，我单位的投标报价包含设备及附件包装、运杂费、装卸费、税金(保险)及

各项技术服务等与之有关的一切费用在内，不再另行取费。

我单位的投标文件在开标之日起 60 天内有效。随同投标文件，我方递交金额为

人民币 贰万 元的投标保证金作为我方投标的担保，在上述规定的有效期内，如果我单

位撤回投标文件、我方提交的投标文件中有虚假资料、中标后未按规定时间与你方签订

合同、未按规定及时向你方提交足够的合同履约担保，你方有权没收上述投标保证金。

我们完全理解，你方不保证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中标。我们同意负担直至协议签署时为

止我方投标所花费的一切费用。

投标人: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2017 年 0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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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报价汇总表

序号 内 容

1 投标人名称：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2

投标总报价 ￥1896985.00 元

（大写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陆仟玖佰捌拾伍元整

3 投标保证金(数额、方式)：人民币贰万元整、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

4

交货期限：发出中标通知书后 7 日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 7 日内按

招标人要求的货物、数量交货

5

对招标文件采购范围、合同条款、技术条款等实质性内容是否响应：（是或否）：

是

6

其 他：

1、免费送货上门（负责装卸）。

2、产品承诺实行“三包”，保质期（下称质保期 ） 18 个月；质量保证期内免

费上门维修、更换配件；质量保证期满后提供终身维护，优惠提供配件进行维修。

3、需方如有需要，我公司可为需方免费提供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安装操作及维护

培训，培训地点在货物安装现场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安排。

投标人：(盖单位章) 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 名)

2017 年 0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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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附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授权委托书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0 年 06 月 17 日

经营期限： 2010 年 06 月 17 日至 2020 年 06 月 17 日

姓名： 杨再茂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452727198308203235

年龄： 34 岁 职务： 总经理 系 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人名称）的法

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在广西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打印件，单独装订一

页）

投标人： 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2017 年 0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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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在广西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打印件

（二）授权委托书

本人 杨再茂 （姓名）系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

人，现委托 杨再伟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递

交、撤回、修改 田阳县 2017 年面上贫困村饮水提升工程管材采购 1 标段（采购项目编号：

GXBSZC2017-G1-017-HY）采购招标投标文件，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2017 年 09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在广西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中打印件，单独装订一页）

投标人： 广东某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452727198308203235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452727198006133219

2017 年 09 月 29 日

（注：如法定代表人本人亲自参加本次开标活动的，可不出具本授权委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