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文件

国机采 匚⒛18〕 1号

关于中央国家机关 ⒛18年

打印通用耗材定点采购有关事宜的通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办公厅 (室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⒛17-2018年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国 办发 E⒛ 16〕 96号 )要求

及有关规定,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以下简称国采中心 )

通过公开招标择优确定了通用耗材生产企业,并 由中标生产企业

推荐,确定了中央国家机关 ⒛18年打印通用耗材定点供应商。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实施范围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及其所属京内各级行政事业单

位 (以下统称各单位 )购买打印通用耗材,必须从定点供应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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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二、定点供应商

本期通用耗材定点供应商共 77家 (实体经销商为 73家 ,电

子商城经销商为 23家 ,既是实体经销商又是电子商城经销商的

为 19家 ,供应商名单见附件 1)。 国采中心在中央政府采购网

(http√/-。 zycg,gov。 cn)上公告各定点供应商的产品价格、

订货方式、售后服务等信息。各单位可在中央政府采购网上查询

其产品信息和联系方式。

三、执行期限及方式

本期定点执行期限自⒛18年 1月 18日 起至⒛18年 12月

31日 。在此期间,定点供应商将按照采购合同的承诺,向各单

位 提 供 采 购 服 务 (详 见 http∶ //-。 zycg。 gov。 cn/

artic1e/show/匆们⒛ )。 各单位根据采购预算金额按照如下原

则执行:

(一 )单次采购预算在 5万元 (不含 )以 下的采购项目,各

单位按照国采中心公布的入围产品和供应商名单,在通用耗材定

点采购系统中任选一家定点供应商进行议价并成交。

(二 )单次采购预算在 5万元 (含 )以上 50万元 (不含 )

以下的,各单位按照国采中心公布的入围产品和供应商名单,在

通用耗材定点采购系统中填写采购需求,随后在定点供应商范围

内自行选择 2家 (含 )以上并随机抽取 1家进行议价。参与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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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商应给予采购人不低于品牌厂商承诺的价格折扣,采购人

按照总价格最低中标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三 )单次采购预算在 50万元 (含 )以上 100万元 (不含 )

以下的,各单位按照国采中心公布的入围产品和供应商名单,在

通用耗材定点采购系统中填写采购需求,随后在定点供应商范围

内随机抽取 5家 (含 )以上进行议价。参与议价的供应商应给予

采购人不低于品牌厂商承诺的价格折扣,采购人按照总价格最低

中标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 )单次采购预算在 100万元 (含 )以上的,各单位应当

作为单独项目委托国采中心,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组织实施。

上一期定点执行期限于 ⒛18年 1月 17日 截止,各单位自

⒛18年 1月 18日 起不再从上期定点供应商处采购耗材。各单位

在上一期定点采购中产生的电子验收单必须于⒛18年 2月 28日

前由成交供应商录入系统,过期后系统关闭,不再补录。

四、采购价格

本次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及优惠率为上限价格及优惠率,各

单位可与供应商进一步协商,以获得更优惠的采购价格。

五、采购流程

(一 )选择供应商。先在中央政府采购网
“
通用耗材定点采

购
”
专栏中选择相应商品,然后按照预算金额采用相应的方式确

定定点供应商,由供应商按照承诺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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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验收。采购单位收到产品后,应认真进行验收,验收

后供应商应当出具《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电子验收单,9f以

下简称验收单,见附件 2)。 验收单是履行政府采购的凭证,一

式两联,由供应商下载打印,第一联由采购单位留存,第二联由

供应商留存。采购单位对验收单上产品种类、数量与价格核验无

误后,在验收单上签字盖章。采购单位应将电子验收单和发票作

为原始凭证一并入账。如未附电子验收单,财务部门不予报销。

(三 )结算。采购单位验收无误后,按双方协商确定的结算

方式结算,并及时向定点供应商支付货款。

(四 )反馈履约情况。采购人完成定点采购后,应及时在系

统内填写 《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耗材定点采购履约满意度调查表》

(见附件 3),国采中心将对定点企业履约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

公布履约结果,供采购人采购时参考。

(五 )回收利用。为进一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促进资源再

利用,节约政府采购资金,国采中心与通用耗材厂家沟通,积极

开展废旧耗材回收工作,鼓励厂家以积分返点等方式奖励采购单

位,提高废旧耗材的回收利用率。

六、监督管理

各采购单位对通用耗材的质量、价格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进

行监督,如发现违约行为,填写《中央国家机关定点采购投诉表》

(见附件 4),加盖公章后传至国采中心,国采中心经询查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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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的,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处理。

七、联系方式

在通用耗材定点采购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国采中

心采购二处联系,联系电话:010-55602⒛ 6,传真:010司 3084973。

附件:1。 中央国家机关⒛18年打印通用耗材定点供应

商名单

2.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电子验收单

3.中央国家机关打印通用耗材定点采购项目履

约满意度调查表

4.中 央国家机关打印通用耗材定点采购投诉表

年 1月 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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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央国家机关 2018年

打印通用耗材定点供应商名单

中央国家机关 2018年打印用通用耗材定点供应商名单

实体经销商

序

 
号

代理商 代理品牌 联系方式/网址

l 上海勇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13735276555

上海晨光科力普办公用品有限

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格之格、欣格、莱盛、莱

盛光标

o10-59650300-7151/59650303/

17310632137/13917873138

中青开创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 13511036065

衽 创新胜捷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 13801280705

5

北京一线达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010-88999779/13522112391

6 北京万华京港技贸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 13910599880

7 北京世纪鹏程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懿智通、扬帆耐立、

智通、格之格、欣格

13910002522/010-82856762/

13910002522

北京东方迅捷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
格之格、欣格 o10-63016977

9 北京中天瑞合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 13691567285

北京中宇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名图、名图赛格系

列、莱盛、莱盛光标

18514426165

北京中环恒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天威、格之格、欣格 010-67582955

北京中盛永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51659700-818/

1391100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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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兰亭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 18518436161

北京中科邦得科技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010-80576997/13910813755

北京中诚华安贸易有限公司 名 图 13911814796

北京中豪豪艺商贸有限公司

天威、懿智通、扬帆耐立、

智通、名图、名图赛格系

列

o10-67229745/13801134377

北京乐享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 13811583856

北京九州峻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天威、格之格、欣格 13911053126

北京优士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天威、莱盛、莱盛光标、

格之格、欣格

13693117668/187016807在 6

北京优尼可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67975968/13911003980

北京信泰卓升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 13911606270

北京兴华宏志贸易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莱盛、莱

盛光标

o10-67227280/13681084908

北京干纸鹤电子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莱

盛、莱盛光标
13801096011

北京华江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 13810235115

北京博睿勤科技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13601373309

北京嘉润祥商贸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13701207750

北京天泰博远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莱盛、莱盛光标、懿智通、

扬帆耐立、智通

010-83132018/189113820I8/

15810960523

北京奥美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13901161402

北京宜兴家业商贸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莱盛、莱盛光标
18610204223

北京市德佑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62115151/13501104748

北京德源新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51663931/13366081551

北京政采商贸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84618815/18610204223

34 北京新瑞皓丰科贸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13910200108

北京易德诚商贸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1391115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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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河华辰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

格之格、欣格、名图、名

图赛格系列
13701322888/010-51299955

北京晟泰贸易有限公司 天威 13910688690

北京松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莱

盛、莱盛光标
13699229114

39 北京正业兴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懿智通、

扬帆耐立、智通
13810063102

40
北京正元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天威、懿智通、扬帆耐立、

智通、格之格、欣格、名

图、名图赛格系列、莱盛、

莱盛光标

13381499822/010-68730481

/13801232809

41 北京永诚锐豹科技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莱盛、莱

盛光标
o10-85893516/13901245777

42 北京涵鑫盛科技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87799112/13911103300

北京琦跃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格之格、欣格 o10-82668288

44 北京申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威、懿智通、扬帆耐立、

智通

o10-87868079/13718611492/

18612419092

45
北京祥晨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名图

13311105605/010-82852201/

13901362207

46
北京科都图文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

格之格、欣格、莱盛、莱

盛光标

13911162304/010-82377670

47 北京紫电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天威、名图、名图赛格系

列、莱盛、莱盛光标

13501222541/13681485231/

13681152011

48 北京紫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天威、莱盛、莱盛光标 13801029222

49 北京美瑞思诺科技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18613313560

北京联盛瀚海科技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 o10-82616983

北京联络嘉捷科技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13601258835

北京薪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威、懿智通、扬帆耐立、

智通

o10-87156083/18611144033/15910330727

北京行丰银拓科技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名图、名

图赛格系列、懿智通、扬

帆耐立、智通

13910536831/010-56546421/

1880120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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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北京誉德立信商贸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52062488/13718117371

北京金谷瑞景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格之格、欣格 13901063163

北京金邦泰科技有限公司 天威、格之格、欣格 13911883143/13621311147

北京鑫冉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15010862165

北京鑫星国运贸易有限公司 天威 13466686533

北京齐心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天威、名图、名图赛格系

列
13241110073

史泰博 (上海)有限公司

天威、懿智通、扬帆耐立、

智通、格之格、欣格、名

图、名图赛格系列、莱盛、

莱盛光标

o10-59052255/13671083669/

18832565789

唐山超印科技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18832565789

扬帆时代 (北京)打印机耗材有

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82665822/13911874755

欧菲思达 (北京)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56027655/15510611908

64
欧菲斯办公伙伴 (北京)商贸有

限公司

天威、懿智通、扬帆耐立、

智通、格之格、欣格、名

图、名图赛格系列

o10-65722239/18610318258/

13699100023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懿智通、扬帆耐立、智通 o10-84621417/13241110073

珠海格之格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
格之格、欣格 18511076559

诚和致远 (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莱盛、莱

盛光标、天威
o10-56546458/13683053342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威、格之格、欣格、名

图、

名图赛格系列、莱盛、莱

盛光标

o10-66123123/18911993132

北京莱盛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13331067180

北京凯特里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18801186322

北京路通天虹商贸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1390113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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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格立诺办公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18601079776

北京创新慧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莱盛、莱盛光标 18600862020

电 子 商 城 经 销 商

序

 
号

代理商 代理品牌 联系方式/网址

1 北京菜盛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唧 .1旷gb。 ∞Ⅲ

2 诚和致远 (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天威 唧 。chzybj.colll

3

北京千纸鹤电子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唧 ,qianzhihe.∞ Ⅲ。cn

4

北京正元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莱盛、菜盛光标、天威 聊 ,zyoffice,coⅢ

5 北京凯特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www,kt1stbg.coⅢ

6 北京路通天虹商贸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www,1tth。 com.cn

7

北京优士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莱盛、莱盛光标、天威 聊 ,utecbj,com

8
北京赛格立诺办公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 www.meibg。 com

9
北京创新慧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莱盛、莱盛光标 唧 ,szkoa.com

上海晨光科力普办公用品有限

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格之格、

欣格、扬帆耐力、智通、

懿智通、天威

WWW,Co1ipu.coⅢ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名图、

名图赛格系列、天威
-,66123123.com

史泰博 (上海)有限公司

莱盛、莱盛光标、格之格、

欣格、

扬帆耐力、智通、懿智通、

天威

唧 ,stapIes.cn

欧菲斯办公伙伴 (北京)商贸有

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天

威
聊 ,officemat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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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唧 .stap1es。 cn

北京齐心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WWW.CoⅢ △X.Com。 Cn

16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格之格、欣格 b2b,nbde1i.com

北京中盛永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扬帆耐力、智通、懿智通

o10-5169700-818/13911335363/

唧 ,zsema11。 com

18
北京

—
线达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扬帆耐力、智通、懿智通

o10-88999779/13522112391/

唧 。C1tyˉoffice,com,cn

北京祥晨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扬帆耐力、智通、懿智通

o10-82852201/13901362207¨

。CoⅢ

北京申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扬帆耐力、智通、懿智通、

天威

o10-87868079/13718611492/

18612419092/-。 shenhexin.com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扬帆耐力、智通、懿智通

o10-84621417/13241110073/

WWW.Com△ X.coⅢ .cn

北京行丰银拓科技有限公司 扬帆耐力、智通、懿智通
o10-56546421/18801208922/

www.hfyt365。 com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图、名图赛格系列 唧 。sun1ng.c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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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级单位 :

采购单位 :

供货单位 :

生成日期:

采购项目:

采购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签字):

联系电话 :

单位地址 :

供货时间:

供货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签字):

联系电话 :

单位地址 :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电子验收单
【第一联:采购单位 (需方)留存】

合同编号 :

验收单号 :

内部编号 :

采购预算 :

注意事项 :

本验收单作为采购单位报销入帐凭证,由供应商填写相关信息后,通过电子合同系统自动生成、打印,经供需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每

一个验收单在系统中都会生成与合同编号对应的
“
唯一”

编号。

各单位的审计、财务人员可以登录中央政府采购网 (httr〃俪 。zyGg。 gov。 cn)点击页面左方中间
“
核对验收单真伪

”
图标,核查本验收

单的真实性。

如果采购单位所在的行政区域与实际地址不符,则本验收单无效。

请各级财务人员在付款验收时认真审核,发现问题和错误信息,及时向采购中心反馈。

总计 (人民币元)技术规格和主要配置



上级单位 :

采购单位 :

供货单位 :

生成 日期 :

采购项 目: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电子验收单
【第二联:供货商 (供方 )留存】

合同编号 :

验收单号 :

内部编号 :

采购预算 :

产品信
`患

产品名称 品牌 型号 技术规格和主要配置 单位 数量 成交价 总计 (人民币元 )

合计 大写金额 :

注意事项 :

本验收单作为采购单位报销入帐凭证,由供应商填写相关信息后,通过电子合同系统自动生成、打印,经供需双方签署、

盖章后生效,每一个验收单在系统中都会生成与合同编号对应的
“
唯一”

编号。

各单位的审计、财务人员可以登录中央政府采购网 (http∥ www,zycg。 goⅥcn)点击页面左方中间
“
核对验收单真伪

”
图标 ,

核查本验收单的真实性。

如果采购单位所在的行政区域与实际地址不符,则本验收单无效。

请各级财务人员在付款验收时认真审核,发现问题和错误信息,及时向采购中心反馈。

采购单位 (盖章):         供货单位 (盖章):
联系人 (签字):          联系人 (签字):

|   |∶∶∶∶霍冕冱:             鼙晷亳冱:

〓   供货时间:

|



`

附件 3

中央国家机关打印通用耗材定点采购顼目履约满意度调查表

采购人名称

供应商名称

验收单号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金额

满意度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耗材质量不高

O服务态度不好

O其他 :

○投诉 投诉原因:~

说明:

L、 请验收耗材后反馈。

⒉、请实事求是填写,您的评价将作为其他人采购人采购耗材的

董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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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中央国家机关打印通用耗材定点采购投诉表

单 位 名 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采 购 时 间 定点供应商

投诉意见:

单位公章:

日  期 :

ˉ̄  15 -ˉ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办公室      ⒛18年 1月 18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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