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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2019-2021年度工会节日慰问品定点供应商遴选项目中标公告

公告信息：

采购项目

名称

上海大学2019-2021年度工会节日慰问品定点供应商遴选项目

品目 服务/其他服务

采购单位 上海大学

行政区域 上海市 公告时间 2019年07月09日 15:54

本项目招

标公告日

期

2019年06月10日 中标日期 2019年07月09日

评审专家

名单

吴永杰、刘庆生、金佩、赵舒景、顾莹

总中标金

额

￥0.000000 万元（人民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

人

张莹莹、郭婷婧

项目联系

电话

021-66059798

采购单位 上海大学

采购单位

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

采购单位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徐春生/技术联系人：吕晓军 联系电话：021-66135582 /021-66132133

代理机构

名称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机构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200号盛泰国际大厦606室

代理机构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莹莹、郭婷婧 联系电话：021-66059798

附件：

附件1 7.上海大学2019-2021年度工会节日慰问品定点供应商遴选项目（上传）.doc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上海大学的委托，就“上海大学2019-2021年度工会节日慰问品定点供应商遴选项目”项目（项目编号：

0773-1940GNSHFWGK1484）组织采购，评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结果如下：

一、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0773-1940GNSHFWGK1484

项目名称：上海大学2019-2021年度工会节日慰问品定点供应商遴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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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2...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2...

数控机床备件采购1213-5/16...

备件航空插头等3项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

亚行世行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利用...

世界银行贷款江西省城乡供...

世行贷款芦山地震灾后恢复...

世界银行贷款医改促进项目...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世界...

外国贷款

沙特贷款芦山县中医院灾后...

中德财政合作来宾市河南供...

中德财政合作来宾市河南供...

淄博职业学院利用以色列政...

江西省国投招标代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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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张莹莹、郭婷婧

联系方式： 021-66059798

二、采购单位信息

采购单位名称：上海大学

采购单位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

采购单位联系方式：联系人： 徐春生/技术联系人：吕晓军 联系电话：021-66135582 /021-66132133

三、项目用途、简要技术要求及合同履行日期：

项目用途：负责上海大学2019-2021年度工会节日慰问品工作；

项目基本概况介绍：本项目的入围投标人将作为上海大学工会为其会员在2019至2021年度中的节日购买慰问品（含其他各项慰问品

或活动奖品）的供应商。在采购前，上海大学工会将汇总各入围供应商提供货品清单，并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决定购买方案，进行

统一采购；

合同履行日期：合同开始至合同结束。

其余内容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

四、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采购代理机构全称：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200号盛泰国际大厦606室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联系人：张莹莹、郭婷婧 联系电话：021-66059798

五、中标信息

招标公告日期：2019年06月10日

中标日期：2019年07月09日

总中标金额：0.0 万元（人民币）

中标供应商名称、联系地址及中标金额：

序号 中标供应商名称 中标供应商联系地址 中标金额(万元)

1 上海玉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2528号1幢2层2391室 0.000000

2 上海美灵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高平路777号614室 0.000000

3 上海金门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800弄16号4楼 0.000000

4 上海塞翁福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奉贤经济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高丰路666号 0.000000

5 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401室 0.000000

本项目招标代理费总金额：2.766 万元（人民币）

本项目招标代理费收费标准：

1.中标通知书中确定的中标总金额作为收费的计算基数；2.按照以下费率收取服务费；序号 中标金额 代理服务费1 金额>100万元

0.92%2 100万元≦金额>200万元 0.79%3 200万元≦金额>500万元 0.66%4 500万元≦金额>1000万元 0.54%5 1000万元≦金额>1500

万元 0.45%6 1500万元≦金额>2000万元 0.38%7 2000万元以上 0.30%如服务费不足2500.00元，按照2500.00元收取。3.招标服务费

的交纳方式：可用电汇、转账等支付方式；4.本次招标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5.本项目招标代理费一年一收：以年度预算按上述收

费标准，每家入围的供应商平摊，进行收取。

评审专家名单：

吴永杰、刘庆生、金佩、赵舒景、顾莹

中标标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

中标标的名称：上海大学2019-2021年度工会节日慰问品定点供应商遴选项目；

服务期限：2019至2021年度。本次招标结果有效期为三年，服务合同一年一签，在每个服务年度结束后，根据“供应商年度考核结

果” 签署下一年度的服务合同；

服务地点：上海大学；

其余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

六、其它补充事宜

（一）本项目为入围供应商遴选，

入围数量：5家，入围供应商名单如下：

上海玉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美灵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金门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塞翁福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都市生活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成交金额：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上半年（端午

节）抵用金额

（元/人）

下半年（中秋国庆）抵用

金额（元/人）

下半年（元旦春

节）抵用金额

（元/人）

一年合计抵用金

额（元/人）

1 上海玉康实业有限

公司

320 320 450 1090

2 上海美灵食品有限

公司

380 380 500 1260

3 上海金门进出口有

限公司

300.00 330.00 570.00 1200.00

4 上海塞翁福食品销

售有限公司

260 260 416 936

5 上海都市生活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222.00 222.00 355.00 799.00

（三）本项目成交结果公告期限为一个工作日，各有关当事人如对结果有异议，请于本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中金招标有限

责任公司（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200号盛泰国际大厦606室，邮编：200086）提出质疑，并附相关证明资料，逾期将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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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