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日新能 2020 年第二次光伏玻璃线技改耐火材料及设备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拓日新能 2020 年第二次光伏玻璃线技改耐

火材料及设备采购项目进行招标，欢迎有意向的单位前来竞标。

一、招标编号：TRZB200521（标段详见五、招标产品情况）

二、项目名称：拓日新能 2020 年第二次光伏玻璃线技改耐火材料及设备采购项目

三、招标情况简介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18.简称“拓日新能”）注册

资金12.36亿元人民币，是首家登陆国内资本市场的纯太阳能企业。拓日新能主营业务

为研发、生产及销售光伏电池、光伏组件、光伏玻璃、太阳能应用产品、太阳能发电系

统、太阳能集热板及热水器系统，建设及运营光伏电站。

拓日新能拥有光伏行业最全面的技术，是国内最早依靠自主研发同时生产非晶硅、

单晶硅、多晶硅光伏电池芯片的企业。目前拥有深圳光明、四川乐山、陕西渭南、新疆

喀什、青海西宁、青海海西、陕西西安七大产业基地，拥有全球最完整、“从砂到电”

的非晶硅光伏电池产业链，拥有包含拉晶切片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晶体硅光伏产业链。

拓日新能产品通过了德国 TUV、美国 ITS、瑞士 SGS、香港 STC 四大国际认证公司的产品

出货检验，通过了 IEC61215和 IEC61730认证。截至目前，拓日新能已形成了遍及全球

的销售服务网络，产品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本招标文件发布于公司网站 www.topraysolar.cn、《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

五、招标产品情况

标段号 货品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备注 交货期

TRZB20052

1-24

锆英石砖 高纯耐崩裂（异型） 18,826 KG

联系招标人提供

技术规范书

2020年 7年 15

日前

锆英石砖 标砖 230×114×77mm 5,299 KG

锆英石散状材料 捣打料（干态）ZrO2＞30.5 40,000 KG

锆英石散状材料 泥浆（干态） 650 KG

硅质散状材料 密封料 ρ=0.3 21,000 KG

烧结莫来石 窑炉修检用 3,044 KG

无石棉硬硅钙板

HCS-23
5,389 KG

锆莫来石砖 吊挂砖 1,200 KG

TRZB20052

1-25

不间断电源
容量 120KWA/96KW 输入

380VAC
3 套

2020年 7月 10

日前
不间断电源

60KVA -380V 30min 在线

式
1 台

http://www.topraysolar/


TRZB20052

1-26

总烟道调节闸板

烟道断面 1860×

（2081+385）mm 等双翼 1 台

联系招标人提供

图纸

2020年 7月 10

日前

附：气动执行机构

空气交换器及传

动装置

烟道断面 1860×

（2081+385）mm 闸板倾

角 15°
1 套

烟道中心距离 6380mm

附：电动机 YZ160L-6

11kW

支烟道手动闸板

烟道断面 1860×

（2081+385）mm 2 台

附：涡轮减速机带齿条

溢流口截断闸板
材质：Cr20Ni80

2870*350*30mm
2 台

TRZB20052

1-27

离心通风机

8-09No.6.8A，Q=1754m
3
/h，

P=11341Pa， n=2900r/min

左右 90°各 1台 2 台

配钢基座、减震

台座及入口钢丝

网 皮带防护罩

2020年 7月 10

日前

附：电机变频调速 Y160M1-2

11kw

离心通风机

4-72No.12C，Q=67457m
3
/h，

P=1729Pa， n=1000r/min

左右 225°各 2 台 4 台

配钢基座、减震

台座及入口钢丝

网 皮带防护罩附：电机变频调速 Y250M-4，

P=55kW

离心通风机

4-72No.10C，Q=34863m
3
/h，

P=2373Pa， n=1120r/min

左 90° 2 台

配钢基座、减震

台座及入口钢丝

网 皮带防护罩附：电机变频调速 Y225S-4，

P=37kW

手动矩形多叶调

节阀

800×800 ～450℃ 手轮机

构 附指针式显示盘
2 台

1000×1000 ～450℃ 手轮

机构 附指针式显示盘
4 台

TRZB20052

1-28
压延辊

上辊 φ350 L2900 2Cr13 20 根 联系招标人提供

图纸

2020年 7月 10

日前下辊 φ360 L2900 45# 20 根



TRZB20052

1-29

测长发讯
0.5kw 原板宽度 2900mm 厚

度 2-5mm
2 台

轴承座间距

3200mm

2020年 7月 10

日前
纵切机

1 梁 8刀 原板宽度 2900mm

厚度 2-5mm
2 台

横切机
1 梁 2刀 原板宽度 2900mm

厚度 2-5mm
2 台

TRZB20052

1-30

斗式提升机

TD315 Zd-C2-右-28.543

1 台

配尼伦加强料

斗，胶带 6 层，

10mm高分子四周

衬板，下配鼠笼

加强型辊筒

2020年 7月 10

日前

附：电动机 Y160M-4 11kw

减速机：ZLYNZ160-20

斗式提升机

TD315 Zd-C2-左-27.543

2 台

配尼伦加强料

斗，胶带 6 层，

10mm高分子四周

衬板，下配鼠笼

加强型辊筒

2020年 7月 10

日前

附：电动机 Y160M-4 11kw

减速机：ZLYNZ160-20

TRZB20052

1-31
柴油发电机

HQ750GF 400/230V 720A

750Kw
2 台

2020年 7月 10

日前

备注：

1. 本项目实施地为陕西省澄城县拓日工业园；具体采购数量以签订合同为准。

2. 报价含产品本体、运输供货到现场及税费、同时也包括所有必要的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

消耗品以及设计、技术资料和技术服务等。

六、合格投标人

1.投标人须是依法注册的制造企业法人,具备在其合法的营业范围内履行民事责任

能力的企业。投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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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参加投标；

2.制造企业的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提供上一年度工程案例合同；

3.标的物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不得分包、转让；

4.投标人不得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招标人或其雇佣或曾经雇佣过的，为本次招标编制

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或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包括其附属机构有任何关联；

5.投标人须获得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内）；

6.投标人须实质性地响应招标文件规定的合同条款和交货期；

7.投标人及其外协或外购厂商在近3年内必须不曾在任何合同中有违约或属投标人

及其外协或外购厂商的原因而被终止合同、必须不在处罚期内、必须没有与拟投标项目

类似的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投标人没有被中国国家有关部门所界定的腐败或欺诈行为

和履约中(特别在拓日新能项目)的不良商业信誉行为；



8.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项目投标文件编制

本项目不单独报名，直接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新版）；

2.投标函、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1）；

3.报价表（附件2）；

4.企业简介、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及获奖证书；

5.应标产品的技术方案、优点；

6.应标产品业绩表及销售合同（附件3）；

7.第三方出具的近三年财务状况证明文件或财务报表；

8.投标人基本情况信息表(附件4)；

9.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联系方式（doc 或 xls 格式）(附件5)；

10.廉政合同（附件6）。

八、投标方式

本次招标为简易投标。投标人可邮件投标或派人到现场参与投标。

电子投标方式：请投标人将报价表、投标函盖章扫描件及投标文件（PDF 或 WORD 格

式，请务必保证清晰可辨别，法人授权委托书为盖章扫描件）于2020年6月1日9:30分前

发送邮件至 zb@topraysolar.com.cn，邮件名称格式为“拓日新能2020年第二次光伏玻

璃线技改耐火材料及设备采购项目+投标人简称+标段号”。邮件正文必须注明应标产品

名称、投标人名称及投标人联系方式。发送邮件后2天未收到我公司回复邮件，请电话

确认。

纸质投标方式：现场参与投标请提前和招标联系人电话联系，并于开标时间前抵达开

标地点；纸质投标文件装订要求：投标文件必须牢固装订成册，以避免投标文件在翻页

时散开或用简单办法就可将任何一页在没有损坏的情况下取出或插入（建议胶装，不可

使用塑料方便式书脊、文件夹、活页夹等不牢固装订）。投标文件应编制目录、逐页编

码。

九、开标时间及地址

开标时间：2020年6月1日 10:00分；

开标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4060号香年广场 A座8楼。

十、付款、结算方式

1、投标人自行提出付款、结算方式。

2、参考付款方式：预付20%，货到30%，调试安装完成40%，质保金10%（电汇/银行

承兑）。

十一、竞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缴纳

本项目无需缴纳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十二、联系方式

招标人：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咨询：丘苑群 黄振华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4060号香年广场 A座8楼

邮政编码：518053

电 话：0755-86617160（工作时间：上午8:30-11:45；下午13:45-17:30）

传 真：0755-86612620

电子邮件：zb@topraysolar.com.cn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mailto:zb@topraysolar.com.cn


附件 1 投标函

致：[招标人]

l、我方收到并研究了贵单位发出的[项目名称]招标文件，除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提

出的差异外，我方对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予以确认接受，愿意按招标文件的规定承担该

物流的供应工作，严格执行我方所承诺的责任和义务。

2、我方承认投标书、投标报价表及根据招标文件所提供的其他所有文件为我方投

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愿意根据招标文件修改其中的任何缺陷。

3、在整个招标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贵方可按招标文件之规定给予惩罚，

我方完全接受。

4、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招标人签订采购合同。我方严格

履行合同义务，按时交货，为产品提供优质的服务。如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现产品

性能质量及交期方面问题，我方一定尽快处理，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5、我方同意在投标截止日起 90 天内遵守本投标文件，在此期限期满之前的任何

时间，本投标文件一直对我们具有约束力。

6、我方投标报价总额为【大写金额： 小写金额：￥ 元】，我方声

明本投标报价己考虑了所有因素，在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价格保持不变。供货期为

【 】。质量标准为【 】。

7、在签订和执行正式合同之前，本投标文件、招标文件连同你方书面的中标通知

书，应构成我们双方之间有约束力的合同。

8、我方理解并同意：你方不一定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你方不受收到的任何

投标书的约束；同时也理解并同意，无论我方是否中标，你方不负担我们的任何投标费

用。

9、我方承诺，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条款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对投标文件条款无条

件接受和同意。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是真实的。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要求如有

差异，无论多么微小，我方都已经列在了投标文件的差异表中。

10、我方认可你方在授予合同前，有选择或拒绝部分甚至全部投标人的权利，并

同意你方对所采取的行为可不做任何解释。

11、我方认可你方在授予合同前，有权对招标范围及要求中规定的内容和服务予

以增加或减少，而不必征得中标人同意。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招标人]

（单位名称）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

法定地址： 。

（法定代表人）特授权 （授权代表）代表我单位全权

办理项目的投标、答疑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资料。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

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授权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职务： 职务：

附被授权人第二代身份证双面扫描（或复印）件

投标人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报价表

标段 产品名称 规格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额

（元）
备注 计划交货期

1

2

3

付款方式：

注：1、投标的单价将被认为已包含项目要求的所有内容（包括隐含的内容）和投

标人在澄清中的承诺。

2、本价格有效期为开标之日起 90 天内。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日期 ：____年__月__日

附件 3 近三年合同业绩表

序

号

项目名

称

买方名

称
产品型号

产品数

量

买方

联系人

买方联

系人电

话

合同签

订时间

执行

状态



附件 4 投标人基本情况信息表

企业名称
应标产品名

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经济类型 资质等级

商务部分对接

人
电话/邮箱

技术部分对接

人
电话/邮箱

股东及单位负

责人情况

单位概况

职工总人数 工程技术人员

生产工人 销售人员

固定资产

（万）

企业总资产（万）

企业净资产（万）

流动资金

（万）

主要资质荣誉

近3个完整会计

年度财务状况

（万元）

年 份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净现金流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附件 5 公司主要领导人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

公司详细地址

总机电话 传真

姓名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公司总经理/董

事长

主管销售副总经

理



销售部经理

主管售后服务副

总经理

售后服务部经理

本次招标联系人

附件 6 廉政合同

为促进企业廉政建设，加强项目管理，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同意共同遵守以下约

定：

1. 项目名称：

2. 招标编号：

3. 甲乙双方应遵守的廉政守则

3.1. 甲方工作人员不准从事下列行为

3.2.1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乙方泄露甲方的项目机密，或从事与项目有关的中介活动，

向乙方收取好处费或中介费。

3.2.2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拆借项目资金给乙方，或无偿向乙方提供合同范围外

的物资，或在招标过程、项目管理、项目结算等方面以损害甲方利益为代价，从

乙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3.2.3 在招标投标、项目管理、办理价款结算和支付的过程中，人为设置障碍，索要和

收受乙方赠送的现金、股票、股权、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贵重物品等。

3.2.4 接受乙方发出的健身、娱乐活动的邀请以及可能影响公务的宴请。

3.2. 乙方工作人员不准从事下列行为

3.2.1 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工作人员赠送现金、股票、股权、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或贵重物品等。

3.2.2 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工作人员发出健身、娱乐活动的邀请以及可能影响公务的宴

请。

3.2.3 有不正当竞争、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4. 监督与追究

4.1 甲方工作人员违反上述廉政守则，甲方纪检监察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违纪人



员教育或处分，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2 甲方工作人员违反上述 3.1.3 规定，乙方有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甲方的纪

检监察部门举报，在证据确凿和基本事实清楚的情况下，甲方将按规定给予违纪

人员处分，处分情况及时通报乙方。

4.3 如甲方工作人员按规定登记上交无法拒绝的乙方所赠钱物时，甲方同时认为乙方

试图从甲方谋取承包合同允许范围以外的利益，甲方将按照乙方赠送钱物折合成

双倍价值从应支付乙方的结算价款扣除。

4.4 甲方工作人员被查出违反上述廉政守则，以任何理由收受乙方所赠钱物，甲方除

按规定给予违纪人员处分外，还将比照上款原则对乙方进行追究。

4.5 不论何种原因，乙方如发生上述违反廉政守则的行为，甲方将记录在案，并可能

因此取消乙方继续参与本项目投标或承包本项目的资格。并有权拒绝乙方参加本

公司其他项目的投标。

5. 其他

5.1 本合同作为相关项目合同的附件，与相关项目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率。

5.2 本合同的时效与相关的项目合同相同，但项目合同失效后，甲乙双方仍发现对

方有违反上述廉政守则行为时，甲乙双方均保留追溯对方的权利。

甲方（招标方）盖章： 乙方（投标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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