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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彝族自治县 2022 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谈判公告

项目概况

景东彝族自治县 2022 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询价公告指定地点获取询价文

件，并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 15 点 30 分前递交响应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658号】》、《政府采购

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有关规

定，受景东彝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委托对景东彝族自治县

2022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进行邀请招

标。欢迎省内合格的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投标人参加投

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名称：景东彝族自治县2022年度困难重度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1.2 预算金额：人民币 67.2 万元；

1.3 最高限价：人民币 67.2 万元。

1.4 采购需求：包含栏杆、扶手、坡道等的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具体采购内容及数量详见《货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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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划分

是否

允许

进口

标段名称 物资采购品目 交货地点 技术要求
最高限价

(万元)

包括但不限于：一字

扶手、多功能盲人语

音电饭煲、面盆、连

体坐便器、多功能盲

人电水壶等，具体采

购清单详见《货品计

价清单》；

采购人指定地

点。

具体详见《货

品清单》
67.2

说明：1、投标人应按标段单独编制、装订、密封投标文件。

1.5 合同履行期限（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60个日历日

内完成产品的供货及安装。

1.6 质量要求：符合现行国家相关规定及行业标准，满

足采购人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

1.7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参加投标。进口产品是指通

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1.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2.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一）至（六）的规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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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2 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以

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的信

用记录为准）,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的供应商（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

询的信用记录为准）。

2.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

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2.4 投标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招标人为采购本次招

标的项目进行设计、编制规范或其他文件所委托的咨询公司

或其他附属机构、个人有任何关联；

三、获取谈判文件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 年 5 月 5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到景东县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带好企业资质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来获取谈判文件。

四、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4.1 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5月 10 日下午

15 点 30 分。

4.2 其他

4.3.1 根据“景东彝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开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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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东县残疾人联合会会议室于 5 月 10 日下午 15 点

30 分正式开标，除须现场一次报价、导入图纸和视频文件等

特殊的项目外，入场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综合

交易项目原则上实行响应文件投标。

五、公告期限

自本邀请函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6.1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由景东彝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发布。

6.2 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6.2.1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按照“根据《关于印发<政府

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

181 号文）的规定”执行。

6.2.2 支持监狱企业政策：按照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

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

〕68 号）执行。

6.2.3 支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政策：根据《财政部 民政

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

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执行。

6.2.4 节能产品及环境标志产品政策：按照“财政部 发

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

品、环境标 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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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号的规定执行。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景东彝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

地 址：景东县瑞屏路 51 号

联系方式： 0879- 6221064

景东县彝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

2022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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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计价 清 单
序号 货品名称 单位 产品参数 数量 备注

1 坡道改造 户

将原来地面基础平整、夯实，然后浇

灌 C15 混凝土，并设置防滑处理。素

土夯填：碎石垫层厚度：≧150mm；

基层：C20 砼厚≧80mm；面层：≧30

厚 1:2 水泥砂浆全铜砂防滑条；其他

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8

2 路面硬化 m²

先平整地面，夯实基础，采用 C15 混

凝土浇灌，如有坡道，必须防滑处理；

按混凝土耐久性要求，院子地坪是长

期处于室外环境属二 a类，采用 C25

级的砼就可以。

261

3 房门改造 樘
拆除原有旧门，根据原有洞口尺寸更

换复合板门。
3

4
安全护栏（含楼梯扶

手）
米

栏杆采用￠50 不锈钢现场焊接，高度

根据规范及现场制作，焊接牢固。
407

5 卫生间地面地砖 m²

将水泥地面地面混凝土敲出，重新浇

筑混凝土，面层做防滑处理或许贴防

滑地板砖。

5

6 卫生间墙面贴砖 m²
卫生间墙面需要重采用 M1.0 水泥砂

浆抹灰并贴砖。
11

7 扶手 个

一字扶手，规格为 30CM、38CN，高强

度抗菌离子尼龙 ABS 复合材料，内管

为 28mm 不锈钢管,外径为 3.5CM，用

膨胀螺丝安装。

29

8 集成式高低位灶台 套

灶台改造根据残疾人身体情况实施

高度：灶台高度应在 0.85m-0.85m

灶台宽度应在 0.46m-0.6m 之间，不

锈钢集成式成品或根据现场摆放。

69

9 太阳能改造及安装 台
太阳能采用现在新型节能太阳能，采

用 20 管型。
16

10 卫生间沐浴套装 套

沐浴器具主要为不锈钢材料，喷头，

软管，支架组成。花洒材料：全铜，

表面作镀铬处理；安装方式：挂墙式；

直管厚度：≧1mm。

18

11 坐便椅 个

残疾人专用櫈高度一般 70CM，宽度

41CM，可承重 150 公斤，表面采用

ABS、PU 材料，骨架为加厚钢管。

33

12 坐式大便器 台 残障人士专用，两侧带扶手，材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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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计价 清 单
序号 货品名称 单位 产品参数 数量 备注

陶瓷，结构形式:连体式冲水方式:冲

落式,排水方式:地排式，冲水按键,

上按两端式,最小坑距:300、400mm

13 水塔 个
不锈钢材质制作，根据现场环境，进

行现场加工并实地施工安装
8

14 护理床 张

1.床体采用冷轧钢材焊接而成，表面

喷涂，抗老化。纵粱方管径 60×30

mm、壁厚 1.5mm，床板和床架圆管直

径 25 mm，壁厚 1.2mm； 2.腿部上升

40°，背部上升 75°标准配置：双向

到位保护螺杆；静音轮；铝护栏；PP

床头床尾板； 3. 高强度、高抗磨静

音万向脚轮，带有制动，制动安全可

靠、方便灵活。 4. 床头、尾板采用

PE 高级工程塑料，外形美观，装卸自

如，可靠耐用。5. 摇手柄转动灵活，

并有两极空转限制装置。 6.外尺寸：

2160mm×1000mm×500mm; 7.安全载

重 300 ㎏。

17

15 防褥疮床垫 张

防褥疮床垫的薄型设计结构和床垫

内低气压使用特点，使产品在使用过

程中即能托起患者的身体，使其悬浮

在气床垫之上，又使患者能沉陷在气

床垫之中，使身体的表面与气床垫形

成最大的接触面积，降低身体局部的

单位压力；气床垫的悬浮作用也使剪

力大为减少；而且产品体积小重量

轻，便于携带。 气床垫材质：TPU

材料，是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无毒

无害，防水、防霉、不含任何刺激皮

肤的有害物质，具有阻燃性，可清洗。

9

16 智能电磁炉 套

电磁炉规格：1.额定功率 1800W

2.能效等 级：3 级。

3.额定电 压：150-285 伏。

4.产品净重：2KG。

5.面板材质：TWFLP 晶透面板。功能：

1：全部按键都有相应的语音播报和

盲文标识，盲文标识都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720-2008）

《中国盲文》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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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计价 清 单
序号 货品名称 单位 产品参数 数量 备注

2：超宽电压设计（150－280 伏电压），

并有语音报读过热保护。

3：面板材质：TWFLP 晶透面板，耐高

温、冲击、不易变形、耐用。

4：面板 4 个电木定位柱，保证使用

者放置锅体时能较准确地将锅体放

置于电磁炉中心位置，防止锅体倾

覆，不导电、不导热、不会烫手。

5：通过 3C 认证及国家康复辅具质量

检测认证。

17 智能电饭煲 套

电饭煲规格：

1：采用微电脑控制技术，全部按键

带盲文标识，全语音播报，老人及视

障人士可无障碍使用。

2：电饭煲外壳采用连体设计，质量

有保障。

3：具有 6 个按键分区功能：精煮、

快煮、粥/汤、预约、保温、取消。

4：电源 220v-50hz，功率 900w，内

锅容量 5升。

5：LED 数码管显示工作模式，操作更

直观。

6：可制定预约时间，也可调节烹饪

时间。

功能：

1：全部按键都有相应的语音播报和

盲文标识，盲文标识都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720-2008）

《中国盲文》

2：超宽电压设计（150－280 伏电压），

并有语音报读过热保护。

3：面板材质：TWFLP 晶透面板，耐高

温、冲击、不易变形、耐用。

4：面板 4 个电木定位柱，保证使用

者放置锅体时能较准确地将锅体放

置于电磁炉中心位置，防止锅体倾

覆，不导电、不导热、不会烫手。

5：通过 3C 认证及国家康复辅具质量

检测认证。

87

18 折叠沐浴凳 把
座椅、靠背管架:高强度 A7003 铝合

金，阳极氧化。底座管壁厚度 1.2mm，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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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计价 清 单
序号 货品名称 单位 产品参数 数量 备注

靠背管壁厚度 2.8mm。SUS304 不锈钢

固定螺丝，浴室使用防止生锈。

座椅、靠背板:PE 吹塑一次成型，高

强度，重量轻。

座椅、靠背软垫:EVA 抗菌材料，可拆

卸，舒适防滑，清洗方便。

扶手:A7003 铝合金+PVC 浸塑工艺，

浴室使用防滑。采用浴室水雾中易于

辨认的颜色。

座椅高度 8档调节，采用 e型栓，调

节无需工具，更加方便。

橡皮头支脚防滑。

19 线路改造 户 根据现场环境进行实地施工安装 9

20 水电改造 户 根据现场环境进行实地施工安装 11

21 洗菜台 套
采用不锈钢 304 水槽，尺寸为

680X390，采用角钢为托架
5

22 毛巾架 个
304 不锈钢制作，50CM 长，用膨胀螺

丝安装固定。
20

23 冲水箱 个
原料 PP 材质，健康环保无异味，双

档排水，强效节能
5

24 U 型扶手 个 材质：不锈钢 3

25 化粪池 个 根据现场环境进行实地施工安装 2

26 蹲坑 个 根据现场环境进行实地施工安装 4

27 防褥疮坐垫 个 防褥疮坐垫 60×60cm 3

28 语音闪光报警电水壶 个

材质：电热水壶材质为 304 食品级不

锈钢；闪光报警器外壳采用 ABS 材料

制成。具有闪光+语音提示功能。

13

29 助行器 个

助行架采用6061高强度铝合金材料，

直径*壁厚 22*1.5mm,架子上端装有

两个握手把。四脚底端有耐磨、防滑

的橡胶脚垫

4

30 成品卫生间 套

根据现场实际需求，将所采用的楼

板、四面墙体、顶棚在工厂内进行工

业化的定制生产，并按照设计要求将

给水管路、排水管道、用电设备及卫

生间门窗直接或者将安装用的预埋

件预制在楼板、墙体内，然后在现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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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计价 清 单
序号 货品名称 单位 产品参数 数量 备注

将楼板、墙体装配，现场顶棚上连接

冷、热给水主管路，立管井内安装立

管并连接面盆横排管、马桶横排管，

再安装顶棚、沐浴板，最后安装卫浴

设备，构建成成品卫生间。

31 无障碍标识牌 块

1、材质：亚克力 2、标识牌厚度≧

5mm3、尺寸：≧25cm*18cm4、其它满

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124

注：以上各项技术参数和规格如涉及到‘某些品牌’或‘某些品牌型号’或‘某些厂

家’的描述，均不作为限制性的必须要求，供应商可提供参照或相当于该品牌或型号或厂家

性能质量标准的其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