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寻
乌县中考体育考试器材设备项目（项目编号：RJTS2021-XW-X001）的
询价采购公告
项目概况
寻乌县中考体育考试器材设备项目的潜在响应人应在瑞金市添
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寻乌县城北新东大道群鑫文化大厦 4 楼）获取
采购文件，并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
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RJTS2021-XW-X001
项目名称：寻乌县中考体育考试器材设备
采购方式：询价
预算金额：120000.00 元
最高限价：120000.00 元
采购需求：
品 序
目 号

一

1

货物名
称

跑步测
试仪(四
工位)
（国产
产品）

数 单
量 位

1

主要技术参数及要求

预算单
价（元）

一、主机：
1、采用不小于 7 吋彩色液晶显示屏，分辨率
不低于 1024*600，全中文菜单显示；
2、采用闭源操作系统，应用 2.4G 无线传输
技术，天线内置，有效直线传输距离不小于
200 米，与外设无线连接；
3、主机内置双芯片储存数据，单机存储量
50000 条以上；测试成绩一键备份一键恢复，
所有主机原始测试数据不可人为删除，在设 24800.0
套
0
备正常期限内（不超过十年）所有本机测试
的数据均可保存；
4、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全程低压工作，可连
续使用 20 小时以上；
5、主机配置 Type-A 型和 Type-B 型 USB 接口，
可满足电脑，U 盘，激光打印机，高清摄像头
等产品的连接需求，可实时与无线 LED 显示
屏同步显示学生信息及测试成绩；
6、具备数字、字母、IC 卡和扫描枪等多种输
1

2

跳绳测
试仪（八
工位）
（国产
产品）

1

入方式读取受试者信息，实时储存个人测试
成绩。
7、兼容原有设备外设，可兼容替换使用。
二、外设：
1、采用红外对射技术，相邻标杆可靠接收距
离不小于 2.4 米，对射点有一体式遮光罩，
内置滤光片。
2、具备起跑犯规装置和电子无线发令音箱；
3、与主机之间数据传输采用 2.4G 无线传输
技术，天线内置；
4、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全程低压工作，可连
续使用 20 小时以上；
5、技术参数：范围：0～9999s，分度值：0.01s，
误差：±0.01s。
三、清单：1、主机 1 台；2、终点计时标杆 5
根；3、犯规杆 2 根；4、主机支架 1 副。
一、主机：
1、采用不小于 7 吋彩色液晶显示屏，分辨率
不低于 1024*600，全中文菜单显示；
2、采用闭源操作系统，应用 2.4G 无线传输
技术，天线内置，有效直线传输距离不小于
200 米，与外设无线连接；
3、主机内置双芯片储存数据，单机存储量
50000 条以上；测试成绩一键备份一键恢复，
所有主机原始测试数据不可人为删除，在设 32600.0
套
0
备正常期限内（不超过十年）所有本机测试
的数据均可保存；
4、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全程低压工作，可连
续使用 20 小时以上；
5、主机配置 Type-A 型和 Type-B 型 USB 接口，
可满足电脑，U 盘，激光打印机，高清摄像头
等产品的连接需求，可实时与无线 LED 显示
屏同步显示学生信息及测试成绩；
6、具备数字、字母、IC 卡和扫描枪等多种输
2

3

中长跑
测试仪
升级改
造服务
（国内
服务）

1

入方式读取受试者信息，实时储存个人测试
成绩。
二、外设：
1.外设尺寸、重量、绳重、粗细均符合国家
标准，不需要任何辅助设备，不受测试场地
限制；
2.外设自动判定犯规，自动识别并显示有效
成绩和无效成绩；
3.外设与主机之间数据传输采用 2.4G 无线传
输技术，天线内置；
4.外设内置高容量锂电池，全程低压工作，
可连续使用 20 小时以上；
5.1 计次范围：0～9999 次；分度值：1 次；
误差：0；
5.2 计时范围：0～999s；分度值：1s；误差：
0；
5.3 绳长度范围：2600～2800mm，直径范围：
6～7mm，质量范围：60～80g；
5.4 手柄长度范围：140～170mm，直径范围：
26～33mm，质量范围：70～90g。
三、设备清单：1.无线双操作系统主机 1 台；
2.无线跳绳 6 套；3.一拖十充电器 1 套；4.
无线音箱 1 台。
一、主机升级项目：
1、升级原有主机主控制系统主持测试主机无
线操作模式，保障电子标签感应时间和纠错
功能；
2、升级 2.4G 数据无线传输功率，保障 200
43800.0
套 米范围内无线发令音箱的有效传输；
0
3、升级数据备份和不可删除功能，新增测试
数据的终身保存功能；
4、主机新增内置同步启停信号的发送和接收
控制芯片，升级支持无线同步启停摄像机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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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线采
集器（国 1
产产品）

5

体育考
试管理
1
系统（国
产产品）

二、外设升级项目：
1、升级终点控制器主板和终点地毯天线模
块，保障计时误差在±0.1 秒；
2、升级配置电子无线发令音箱；
3、新配置 40 块电子标签，电子标签采用可
充电锂电池供电，电池容量不小于 300mAh。
三、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0～9999s；分度值：0.01s；
误差：0.1s。
四、设备清单:
1、主机 1 台升级；2、充电式电子标签 40 个；
3、一拖二十充电器 2 个。
一、技术要求：
1、内置无线模块无缝对接各测试主机，可通
过无线和有线的方式实时采集主机成绩；
2、天线内置，通过电脑 USB 接口取电，面
板有明显的各功能提示标识；
2000.00
套
3、内置非接触 IC 卡读卡模块，具备身份识
别和信息录入功能，不少于 2 个以上的 USB
端口。
二、清单：1、数据采集器 1 只；2、串口延
长线 1 根。
一、在原有考试管理系统上升级，升级后完
善以下功能：
1.准考证制作系统根据定制模版自动生成和
打印带条形识别码的考生准考证；
2.检录系统：快速比对和验证考生照片等相
16800.0
关信息， 通过后写入 IC 卡；
套
0
3.公示系统:单项及总成绩实时生成，自动生
成评分对照表；
4.数据处理系统：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生
成 excel 表格，进行市、区（县）、学校的分
层管理考试数据及汇总统计分析；
5.基本功能模块：可设置不同权限登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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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主选择和更换考试项目，支持男女生和
不同地区评分标准等导入，可通过学校、姓
名、班级等多种方式查询成绩，漏考、补考
备注功能；数据错漏提示功能，日志文件，
全程记录操作过程。
二、设备清单：
1.安装盘 1 张；2.密钥 1 只；3.扫描枪 1 把；
4.封口机 1 台；5.电子准考证 600 张；6.检
录公示； 7.准考证制作；8.统计评分。
预算
金额
（元）

120000.00
合同履行期限：于签订合同之日起 15 日内交货。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
企业采购的项目。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4.其他法律法规要求：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
响应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
检测等服务的响应人不得参加该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
（3）响应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响应人（处罚期限尚未届满），
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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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每天上午 08：30
至 12：00，下午 14：30 至 17：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寻乌县城北新东大道群鑫
文化大厦 4 楼）。
方式：现场购买或转账至代理机构账户(以邮件方式发送到：
1954984243@qq.com，邮箱内容应包含“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公司
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另附转账凭证”)。
售价：100.00 元/份，文件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间）。
地点：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寻乌县城北新东大道群鑫
文化大厦 3 楼）。
请响应人代表携带其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响应文件出席
询价会，签到时间以递交上述材料时间为准。逾期递交上述材料或未
按询价通知书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五、开启：
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 10 点 00 分（北京时间）。
地点：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寻乌县城北新东大道群鑫
文化大厦 3 楼）。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响应保证金: 响应人的响应保证金人民币贰仟肆佰元整
（￥2400.00 元），采用支票或汇票或本票或银行转账或金融机构、
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交纳。具体规定详见询价通知书。
2.政府采购政策：本项目将落实中、小、微企业（含监狱和戒毒
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节能、环保等政府采购政策，具体规定
详见询价通知书。
3.招标代理服务费：本项目将向成交人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具
体收费标准详见询价通知书。
4.已购买询价通知书的响应人，在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一日
前，未书面通知采购代理机构而放弃响应的，不得再参加该项目的采
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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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响应人必须为“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入库供应商（即
该响应人必须具有激活且在有效期内的 CA 数字证书）
，否则导致的责
任由该响应人自行承担。
6.开标事项通知：
6.1 各响应单位参加开标活动的携带《进入寻乌人员健康状况
申报表》和《告知书》（见附表一、二，如实填写并签字盖章确认）
或开标现场填写并实行扫码实名登记，因疫情防控需要，请各响应单
位代表提前到达开标现场，以做好防疫登记。
6.2 各响应单位限派 1 名代表参加开标活动，响应单位代表应
当全程佩戴口罩，自觉接受体温检测、接受防疫登记，并如实报告情
况。在进入代理机构门口测量体温后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入场进行
防疫登记并签到。为减少人员流动，凡进入开标工作区域的，一律不
能随意走动，宣布评审结果后听从工作人员安排统一离开。
6.3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进入开标工作区域：一是最
近 14 天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或确诊患者的；二是来
自中、高风险疫区的；三是近期有发热、乏力、干咳、气促等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可疑症状的；四是未佩戴口罩的；五是现场测量体（额）
温超过 37.3℃的。经监督部门同意，属于上述情况的响应单位代表，
可在开标工作区域门口检测岗处递交响应文件，由采购人和代理机构
工作人员负责接收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
6.4 自公共资源交易现场活动结束次日起 14 天内，参加现场活
动人员确诊为新冠肺炎、出现疑似症状被医学观察或采取其他强制隔
离措施的，本人应当立即通知采购人、行业监管部门和代理机构。
6.5 自觉遵守交易现场管理规定，服从现场管理。进入开标工
作区域应当适当保持人员间隔距离，严禁吸烟、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严禁聚集交流，做好健康防护，维护好开标工作区域卫生和秩序。
各响应单位对上述有关事项如有疑问，请致电详细咨询。
（温馨提示：因新冠肺炎防控期间需求，本项目将根据当地最新
的《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执行，请各响应单
位提前做好准备）。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地址：寻乌县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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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797-283126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寻乌县城北新东大道群鑫文化大厦 4 楼
联系方式：0797-2466788
邮箱：1954984243@qq.com
开户行：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寻乌支行
户名：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账号：2857 0001 0308 0001 14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刘玲丽
电话：0797-2466788
网址：http://www.jxsggzy.cn/web/
感谢贵公司对政府采购工作的支持
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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