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人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包装盒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采购内容：根据市场开发部承揽加工及自主开发产品的销售需要定制产品外包装盒。（设计图稿见附件）

采购数量及明细：1000万元（含13%税）。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占比35%，承揽加工类包装盒占比65%，框架采购。

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完成。

交货期：合同签订完成，订单下达日起，20日完成交货，运送至需方指定地点。

交货地点：需方指定地点。

中标供应商数量：如五家报名投标则确定三家入围供应商，如六家以上报名投标则确定四家入围供应商。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按照入围供

应商中单项最低价选择成交供应商；承揽加工定制类产品包装盒在入围供应商中通过比价评审排序确定报价最低者为供应商。（本项目最多入围

四家，招标人不保证入围各家供应商的委托项目数量及类别，入围供应商不是成为成交供应商的依据。）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1）资质要求：

①投标人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②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货物；

③投标人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④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⑤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2）财务要求：无。

（3）业绩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 业绩。

（4）信誉要求：①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②

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③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

诺函）。④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5）其他要求：无。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08月05日08时30分00秒至2022年08月12日17时00分00秒(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网址：https://bidding.cbpm.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4.3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具体操作详见本

章“特别告知”。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bidding.cbpm.cn）上发布招标人对其它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7.开标时间及地点

7.1开标时间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

7.2开标地点及方式为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线上开标。

8.其他公告内容

1.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进行线上报名并将购买招标文件的材料（材料须加盖公章）电子扫描件

（所有报名材料扫描至一个完整的PDF文件，邮件主题为公司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

syhcgj1234@163.com：   

（1）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者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3）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诺函；

（4）投标人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格式自拟）；

（5）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

（6）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

（7）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诺函）；

（8）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2.各投标人请在规定时间内将报名要求的材料加盖公章后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后须电话告知代理公司，由代理公

司工作人员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进行线上确认投标人报名信息，报名信息确认无误后，代理公司人员将汇款信息告

知投标人。请各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所投标包的标书款汇款至我公司账户。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

联系人：刘代福

电话：024-81861123

邮编：110042

电子邮箱：symintzb@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1-26号金廊万科中心1008

联系人：肇朔、宁善娜

电话：024-31310268-8022

邮编：110000

电子邮箱：syhcgj1234@163.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   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2022年08月05日

特别告知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

1.招标文件购买流程

1.1凡有意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请前往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https://bidding.cbpm.cn），点击供应商注册，进行免费注

册。

1.2对于公开招标项目，已注册过的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端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公告信息”，查找

到本项目，点击“我要报名”。

1.3对于参加邀请招标项目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屏幕右上角“信息提醒”，在“邀

请提醒”中查找本项目的通知消息，点击该提醒进行邀请书确认。

1.4根据项目公告、邀请书内容，联系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完成招标文件的线下购买。招标文件款一经收取不予退还。完成招标文件购买并

经确认后，该项目将出现在“我的项目”中，可进行招标文件的下载。

2.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办理及投标文件编制

2.1由于项目投标文件的编制、压缩、加密需要使用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潜在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购买完成后尽快与电子签章办理

机构联系，办理CA证书及电子签章的购买事宜，以免耽误投标。电子签章办理流程，详见平台首页帮助文档。（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首页-帮助文档-《加密锁办理指南》）

2.2电子签章办理完成后，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首页“下载中心”，下载“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中国印钞造币版）”，进行

线下投标文件的制作。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后，登陆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在供应商端“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项目流

程”，进行投标文件上传。投标文件上传后，可在线进行模拟解密测试。

2.3投标人须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公司电子公章、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电子签名。对于只办理公司

电子公章的投标人，在相应位置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代理人签名后扫描上传。

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章签名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代理人签章签名的，应附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2.4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签章、签名的电子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件，其投标将被否决。

3.投标文件的上传及开标

3.1投标人须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成功上传投标文件。逾期上传或者未上传投标文件的，视为无效投标。

3.2由于平台系统故障导致电子投标文件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正常上传，应及时通过统一服务热线联系平台技术服务人员解决。若在投标

时间之前仍未解决的（须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小时之内投标操作异常的证明材料，如投标过程中出现错误或异常的系统桌面的全幅截图）；

投标人上传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非由投标人的责任导致开标现场解密异常，无法正常打开的；评标现场由于网络或其他不可预知问题的出现而无

法正常进行电子评标的，由招标人及评标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延期评标或重新招标。

3.3开标时，投标人可在开标时间前3小时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供应商端，在“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进入“电子开

标大厅”。到达开标时间后，将根据主持人指令，在1小时内，使用本公司CA锁对投标文件进行在线解密。在规定时间内未解密或解密失败的投

标人，其投标将被否决。投标人在电子开标大厅中观看开标流程并查看开标结果，并在线确认。

3.4评标结束后，投标人可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或登录供应商端查看中标结果。

https://bidding.cbpm.cn


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人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包装盒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采购内容：根据市场开发部承揽加工及自主开发产品的销售需要定制产品外包装盒。（设计图稿见附件）

采购数量及明细：1000万元（含13%税）。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占比35%，承揽加工类包装盒占比65%，框架采购。

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完成。

交货期：合同签订完成，订单下达日起，20日完成交货，运送至需方指定地点。

交货地点：需方指定地点。

中标供应商数量：如五家报名投标则确定三家入围供应商，如六家以上报名投标则确定四家入围供应商。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按照入围供

应商中单项最低价选择成交供应商；承揽加工定制类产品包装盒在入围供应商中通过比价评审排序确定报价最低者为供应商。（本项目最多入围

四家，招标人不保证入围各家供应商的委托项目数量及类别，入围供应商不是成为成交供应商的依据。）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1）资质要求：

①投标人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②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货物；

③投标人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④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⑤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2）财务要求：无。

（3）业绩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 业绩。

（4）信誉要求：①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②

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③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

诺函）。④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5）其他要求：无。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08月05日08时30分00秒至2022年08月12日17时00分00秒(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网址：https://bidding.cbpm.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4.3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具体操作详见本

章“特别告知”。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bidding.cbpm.cn）上发布招标人对其它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7.开标时间及地点

7.1开标时间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

7.2开标地点及方式为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线上开标。

8.其他公告内容

1.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进行线上报名并将购买招标文件的材料（材料须加盖公章）电子扫描件

（所有报名材料扫描至一个完整的PDF文件，邮件主题为公司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

syhcgj1234@163.com：   

（1）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者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3）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诺函；

（4）投标人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格式自拟）；

（5）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

（6）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

（7）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诺函）；

（8）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2.各投标人请在规定时间内将报名要求的材料加盖公章后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后须电话告知代理公司，由代理公

司工作人员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进行线上确认投标人报名信息，报名信息确认无误后，代理公司人员将汇款信息告

知投标人。请各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所投标包的标书款汇款至我公司账户。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

联系人：刘代福

电话：024-81861123

邮编：110042

电子邮箱：symintzb@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1-26号金廊万科中心1008

联系人：肇朔、宁善娜

电话：024-31310268-8022

邮编：110000

电子邮箱：syhcgj1234@163.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   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2022年08月05日

特别告知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

1.招标文件购买流程

1.1凡有意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请前往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https://bidding.cbpm.cn），点击供应商注册，进行免费注

册。

1.2对于公开招标项目，已注册过的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端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公告信息”，查找

到本项目，点击“我要报名”。

1.3对于参加邀请招标项目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屏幕右上角“信息提醒”，在“邀

请提醒”中查找本项目的通知消息，点击该提醒进行邀请书确认。

1.4根据项目公告、邀请书内容，联系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完成招标文件的线下购买。招标文件款一经收取不予退还。完成招标文件购买并

经确认后，该项目将出现在“我的项目”中，可进行招标文件的下载。

2.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办理及投标文件编制

2.1由于项目投标文件的编制、压缩、加密需要使用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潜在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购买完成后尽快与电子签章办理

机构联系，办理CA证书及电子签章的购买事宜，以免耽误投标。电子签章办理流程，详见平台首页帮助文档。（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首页-帮助文档-《加密锁办理指南》）

2.2电子签章办理完成后，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首页“下载中心”，下载“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中国印钞造币版）”，进行

线下投标文件的制作。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后，登陆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在供应商端“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项目流

程”，进行投标文件上传。投标文件上传后，可在线进行模拟解密测试。

2.3投标人须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公司电子公章、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电子签名。对于只办理公司

电子公章的投标人，在相应位置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代理人签名后扫描上传。

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章签名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代理人签章签名的，应附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2.4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签章、签名的电子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件，其投标将被否决。

3.投标文件的上传及开标

3.1投标人须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成功上传投标文件。逾期上传或者未上传投标文件的，视为无效投标。

3.2由于平台系统故障导致电子投标文件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正常上传，应及时通过统一服务热线联系平台技术服务人员解决。若在投标

时间之前仍未解决的（须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小时之内投标操作异常的证明材料，如投标过程中出现错误或异常的系统桌面的全幅截图）；

投标人上传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非由投标人的责任导致开标现场解密异常，无法正常打开的；评标现场由于网络或其他不可预知问题的出现而无

法正常进行电子评标的，由招标人及评标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延期评标或重新招标。

3.3开标时，投标人可在开标时间前3小时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供应商端，在“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进入“电子开

标大厅”。到达开标时间后，将根据主持人指令，在1小时内，使用本公司CA锁对投标文件进行在线解密。在规定时间内未解密或解密失败的投

标人，其投标将被否决。投标人在电子开标大厅中观看开标流程并查看开标结果，并在线确认。

3.4评标结束后，投标人可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或登录供应商端查看中标结果。



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人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包装盒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采购内容：根据市场开发部承揽加工及自主开发产品的销售需要定制产品外包装盒。（设计图稿见附件）

采购数量及明细：1000万元（含13%税）。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占比35%，承揽加工类包装盒占比65%，框架采购。

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完成。

交货期：合同签订完成，订单下达日起，20日完成交货，运送至需方指定地点。

交货地点：需方指定地点。

中标供应商数量：如五家报名投标则确定三家入围供应商，如六家以上报名投标则确定四家入围供应商。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按照入围供

应商中单项最低价选择成交供应商；承揽加工定制类产品包装盒在入围供应商中通过比价评审排序确定报价最低者为供应商。（本项目最多入围

四家，招标人不保证入围各家供应商的委托项目数量及类别，入围供应商不是成为成交供应商的依据。）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1）资质要求：

①投标人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②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货物；

③投标人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④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⑤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2）财务要求：无。

（3）业绩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 业绩。

（4）信誉要求：①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②

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③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

诺函）。④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5）其他要求：无。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08月05日08时30分00秒至2022年08月12日17时00分00秒(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网址：https://bidding.cbpm.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4.3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具体操作详见本

章“特别告知”。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bidding.cbpm.cn）上发布招标人对其它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7.开标时间及地点

7.1开标时间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

7.2开标地点及方式为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线上开标。

8.其他公告内容

1.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进行线上报名并将购买招标文件的材料（材料须加盖公章）电子扫描件

（所有报名材料扫描至一个完整的PDF文件，邮件主题为公司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

syhcgj1234@163.com：   

（1）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者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3）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诺函；

（4）投标人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格式自拟）；

（5）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

（6）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

（7）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诺函）；

（8）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2.各投标人请在规定时间内将报名要求的材料加盖公章后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后须电话告知代理公司，由代理公

司工作人员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进行线上确认投标人报名信息，报名信息确认无误后，代理公司人员将汇款信息告

知投标人。请各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所投标包的标书款汇款至我公司账户。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

联系人：刘代福

电话：024-81861123

邮编：110042

电子邮箱：symintzb@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1-26号金廊万科中心1008

联系人：肇朔、宁善娜

电话：024-31310268-8022

邮编：110000

电子邮箱：syhcgj1234@163.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   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2022年08月05日

特别告知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

1.招标文件购买流程

1.1凡有意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请前往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https://bidding.cbpm.cn），点击供应商注册，进行免费注

册。

1.2对于公开招标项目，已注册过的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端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公告信息”，查找

到本项目，点击“我要报名”。

1.3对于参加邀请招标项目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屏幕右上角“信息提醒”，在“邀

请提醒”中查找本项目的通知消息，点击该提醒进行邀请书确认。

1.4根据项目公告、邀请书内容，联系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完成招标文件的线下购买。招标文件款一经收取不予退还。完成招标文件购买并

经确认后，该项目将出现在“我的项目”中，可进行招标文件的下载。

2.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办理及投标文件编制

2.1由于项目投标文件的编制、压缩、加密需要使用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潜在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购买完成后尽快与电子签章办理

机构联系，办理CA证书及电子签章的购买事宜，以免耽误投标。电子签章办理流程，详见平台首页帮助文档。（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首页-帮助文档-《加密锁办理指南》）

2.2电子签章办理完成后，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首页“下载中心”，下载“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中国印钞造币版）”，进行

线下投标文件的制作。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后，登陆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在供应商端“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项目流

程”，进行投标文件上传。投标文件上传后，可在线进行模拟解密测试。

2.3投标人须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公司电子公章、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电子签名。对于只办理公司

电子公章的投标人，在相应位置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代理人签名后扫描上传。

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章签名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代理人签章签名的，应附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2.4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签章、签名的电子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件，其投标将被否决。

3.投标文件的上传及开标

3.1投标人须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成功上传投标文件。逾期上传或者未上传投标文件的，视为无效投标。

3.2由于平台系统故障导致电子投标文件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正常上传，应及时通过统一服务热线联系平台技术服务人员解决。若在投标

时间之前仍未解决的（须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小时之内投标操作异常的证明材料，如投标过程中出现错误或异常的系统桌面的全幅截图）；

投标人上传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非由投标人的责任导致开标现场解密异常，无法正常打开的；评标现场由于网络或其他不可预知问题的出现而无

法正常进行电子评标的，由招标人及评标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延期评标或重新招标。

3.3开标时，投标人可在开标时间前3小时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供应商端，在“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进入“电子开

标大厅”。到达开标时间后，将根据主持人指令，在1小时内，使用本公司CA锁对投标文件进行在线解密。在规定时间内未解密或解密失败的投

标人，其投标将被否决。投标人在电子开标大厅中观看开标流程并查看开标结果，并在线确认。

3.4评标结束后，投标人可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或登录供应商端查看中标结果。



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2年市场产品包装物购置招标人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包装盒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采购内容：根据市场开发部承揽加工及自主开发产品的销售需要定制产品外包装盒。（设计图稿见附件）

采购数量及明细：1000万元（含13%税）。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占比35%，承揽加工类包装盒占比65%，框架采购。

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完成。

交货期：合同签订完成，订单下达日起，20日完成交货，运送至需方指定地点。

交货地点：需方指定地点。

中标供应商数量：如五家报名投标则确定三家入围供应商，如六家以上报名投标则确定四家入围供应商。自主开发类产品包装盒按照入围供

应商中单项最低价选择成交供应商；承揽加工定制类产品包装盒在入围供应商中通过比价评审排序确定报价最低者为供应商。（本项目最多入围

四家，招标人不保证入围各家供应商的委托项目数量及类别，入围供应商不是成为成交供应商的依据。）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1）资质要求：

①投标人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②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货物；

③投标人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④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⑤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2）财务要求：无。

（3）业绩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 业绩。

（4）信誉要求：①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②

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③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

诺函）。④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5）其他要求：无。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2年08月05日08时30分00秒至2022年08月12日17时00分00秒(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网址：https://bidding.cbpm.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4.3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具体操作详见本

章“特别告知”。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

电子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bidding.cbpm.cn）上发布招标人对其它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7.开标时间及地点

7.1开标时间为2022年08月26日14时00分00秒。

7.2开标地点及方式为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线上开标。

8.其他公告内容

1.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进行线上报名并将购买招标文件的材料（材料须加盖公章）电子扫描件

（所有报名材料扫描至一个完整的PDF文件，邮件主题为公司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

syhcgj1234@163.com：   

（1）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者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3）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诺函；

（4）投标人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格式自拟）；

（5）未被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须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记录）；

（6）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须附“信用中国”网站查询记录）；

（7）近三年内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须附承诺函）；

（8）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zxgk.court.gov.cn）网上无失信记录（须附网站查询记录）。

2.各投标人请在规定时间内将报名要求的材料加盖公章后递交至代理公司或发送至代理公司邮箱后须电话告知代理公司，由代理公

司工作人员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进行线上确认投标人报名信息，报名信息确认无误后，代理公司人员将汇款信息告

知投标人。请各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所投标包的标书款汇款至我公司账户。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

联系人：刘代福

电话：024-81861123

邮编：110042

电子邮箱：symintzb@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1-26号金廊万科中心1008

联系人：肇朔、宁善娜

电话：024-31310268-8022

邮编：110000

电子邮箱：syhcgj1234@163.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   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2022年08月05日

特别告知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项目。在线注册、下载招标文件，线下制作投标文件、在线上传投标文件及在线开评标。

1.招标文件购买流程

1.1凡有意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请前往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https://bidding.cbpm.cn），点击供应商注册，进行免费注

册。

1.2对于公开招标项目，已注册过的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端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公告信息”，查找

到本项目，点击“我要报名”。

1.3对于参加邀请招标项目单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网站进行供应商的登录，登录后点击屏幕右上角“信息提醒”，在“邀

请提醒”中查找本项目的通知消息，点击该提醒进行邀请书确认。

1.4根据项目公告、邀请书内容，联系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完成招标文件的线下购买。招标文件款一经收取不予退还。完成招标文件购买并

经确认后，该项目将出现在“我的项目”中，可进行招标文件的下载。

2.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办理及投标文件编制

2.1由于项目投标文件的编制、压缩、加密需要使用电子签章（含北京CA证书），潜在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购买完成后尽快与电子签章办理

机构联系，办理CA证书及电子签章的购买事宜，以免耽误投标。电子签章办理流程，详见平台首页帮助文档。（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首页-帮助文档-《加密锁办理指南》）

2.2电子签章办理完成后，请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首页“下载中心”，下载“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中国印钞造币版）”，进行

线下投标文件的制作。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后，登陆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在供应商端“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项目流

程”，进行投标文件上传。投标文件上传后，可在线进行模拟解密测试。

2.3投标人须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公司电子公章、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电子签名。对于只办理公司

电子公章的投标人，在相应位置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代理人签名后扫描上传。

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章签名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代理人签章签名的，应附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2.4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签章、签名的电子投标文件为无效投标文件，其投标将被否决。

3.投标文件的上传及开标

3.1投标人须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成功上传投标文件。逾期上传或者未上传投标文件的，视为无效投标。

3.2由于平台系统故障导致电子投标文件无法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正常上传，应及时通过统一服务热线联系平台技术服务人员解决。若在投标

时间之前仍未解决的（须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小时之内投标操作异常的证明材料，如投标过程中出现错误或异常的系统桌面的全幅截图）；

投标人上传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非由投标人的责任导致开标现场解密异常，无法正常打开的；评标现场由于网络或其他不可预知问题的出现而无

法正常进行电子评标的，由招标人及评标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延期评标或重新招标。

3.3开标时，投标人可在开标时间前3小时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供应商端，在“我的项目”中选择本项目，点击进入“电子开

标大厅”。到达开标时间后，将根据主持人指令，在1小时内，使用本公司CA锁对投标文件进行在线解密。在规定时间内未解密或解密失败的投

标人，其投标将被否决。投标人在电子开标大厅中观看开标流程并查看开标结果，并在线确认。

3.4评标结束后，投标人可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印钞造币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或登录供应商端查看中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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