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钞油墨有限公司2022年度荧光粉S系列（标段三）荧光蓝采购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522HW20220050-1G-G）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钞油墨有限公司2022年度荧光粉S系列（标段三）荧光蓝采购招标人为中钞油墨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国有企业自筹资

金，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荧光蓝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 项目交货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288号内指定地点。

2）招标范围：招标人于2022年度拟采购约15-23KG的荧光蓝S5，规格为1KG/包或2.5KG/包。投标人需提供货物的供货、包装、运输、保险、

验收配合和售后服务等伴随服务。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 供货要求。

3）交付时间：自接到招标人通知后，10个日历日内完成供货，到货时间为招标方工作日14：00以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4）其他要求：产品到货后剩余有效期不少于24个月。

中标供应商数量： 1   。

中标供应商成交份额：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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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有能力提供招标货物和服务的国内制造商或销售商（包括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

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从招标机构获得招标文件后，均可投标。

（2）财务要求：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业绩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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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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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00时00分00秒至2022年8月12日23时59分59秒(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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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投标单位应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报名，将报名资料原件扫描后发至

招标代理邮箱，在招标代理确认符合报名条件后，将购买招标文件的费用一并从投标人账户汇入招标代理机构公司账户，报名成功后至中国印钞

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报名资料包括：①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②投标人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③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业绩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④在签收栏签字后的廉洁交往告知

书（格式文本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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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15时00分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

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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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bidding.cbp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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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15时00分00秒。

7.2开标地点及方式为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线上开标。

8 .其他公告内容
8.1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潜在投标人应支付到以下账户。

开户行：广发银行外滩支行

户名：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账号：135002516010010761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钞油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288号

联系人：朱湘韻

电话：021-38116663

邮编：201315

电子邮箱：13817660382@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大名路108号上海滩国际大厦601室

联系人：周健，叶海波

电话：021-63234076-1014，1046

邮编：200080

传真：021-66983070

电子邮箱：zhoujian@siticotr.com，yehaibo@siticotr.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盖章）

2022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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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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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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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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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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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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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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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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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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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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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或登录供应商端查看中标结果。



中钞油墨有限公司2022年度荧光粉S系列（标段三）荧光蓝采购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522HW20220050-1G-G）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钞油墨有限公司2022年度荧光粉S系列（标段三）荧光蓝采购招标人为中钞油墨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国有企业自筹资

金，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荧光蓝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 项目交货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288号内指定地点。

2）招标范围：招标人于2022年度拟采购约15-23KG的荧光蓝S5，规格为1KG/包或2.5KG/包。投标人需提供货物的供货、包装、运输、保险、

验收配合和售后服务等伴随服务。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 供货要求。

3）交付时间：自接到招标人通知后，10个日历日内完成供货，到货时间为招标方工作日14：00以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4）其他要求：产品到货后剩余有效期不少于24个月。

中标供应商数量： 1   。

中标供应商成交份额：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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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有能力提供招标货物和服务的国内制造商或销售商（包括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

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从招标机构获得招标文件后，均可投标。

（2）财务要求：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业绩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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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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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00时00分00秒至2022年8月12日23时59分59秒(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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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投标单位应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报名，将报名资料原件扫描后发至

招标代理邮箱，在招标代理确认符合报名条件后，将购买招标文件的费用一并从投标人账户汇入招标代理机构公司账户，报名成功后至中国印钞

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报名资料包括：①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②投标人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③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业绩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④在签收栏签字后的廉洁交往告知

书（格式文本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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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15时00分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

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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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bidding.cbp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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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15时00分00秒。

7.2开标地点及方式为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线上开标。

8 .其他公告内容
8.1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潜在投标人应支付到以下账户。

开户行：广发银行外滩支行

户名：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账号：135002516010010761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钞油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288号

联系人：朱湘韻

电话：021-38116663

邮编：201315

电子邮箱：13817660382@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大名路108号上海滩国际大厦601室

联系人：周健，叶海波

电话：021-63234076-1014，1046

邮编：200080

传真：021-66983070

电子邮箱：zhoujian@siticotr.com，yehaibo@siticotr.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盖章）

2022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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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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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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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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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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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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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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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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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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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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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或登录供应商端查看中标结果。



中钞油墨有限公司2022年度荧光粉S系列（标段三）荧光蓝采购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522HW20220050-1G-G）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钞油墨有限公司2022年度荧光粉S系列（标段三）荧光蓝采购招标人为中钞油墨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国有企业自筹资

金，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荧光蓝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 项目交货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288号内指定地点。

2）招标范围：招标人于2022年度拟采购约15-23KG的荧光蓝S5，规格为1KG/包或2.5KG/包。投标人需提供货物的供货、包装、运输、保险、

验收配合和售后服务等伴随服务。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 供货要求。

3）交付时间：自接到招标人通知后，10个日历日内完成供货，到货时间为招标方工作日14：00以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

4）其他要求：产品到货后剩余有效期不少于24个月。

中标供应商数量： 1   。

中标供应商成交份额：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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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有能力提供招标货物和服务的国内制造商或销售商（包括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

或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从招标机构获得招标文件后，均可投标。

（2）财务要求：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业绩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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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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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00时00分00秒至2022年8月12日23时59分59秒(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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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投标单位应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报名，将报名资料原件扫描后发至

招标代理邮箱，在招标代理确认符合报名条件后，将购买招标文件的费用一并从投标人账户汇入招标代理机构公司账户，报名成功后至中国印钞

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报名资料包括：①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②投标人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③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业绩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④在签收栏签字后的廉洁交往告知

书（格式文本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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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15时00分00秒，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

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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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

（https://bidding.cbp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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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15时00分00秒。

7.2开标地点及方式为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线上开标。

8 .其他公告内容
8.1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潜在投标人应支付到以下账户。

开户行：广发银行外滩支行

户名：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账号：135002516010010761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钞油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288号

联系人：朱湘韻

电话：021-38116663

邮编：201315

电子邮箱：13817660382@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大名路108号上海滩国际大厦601室

联系人：周健，叶海波

电话：021-63234076-1014，1046

邮编：200080

传真：021-66983070

电子邮箱：zhoujian@siticotr.com，yehaibo@siticotr.com

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盖章）

2022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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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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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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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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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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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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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电子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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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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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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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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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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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