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询比采购公告 

 
  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第 50 届中国家博会（上海）

印刷服务项目”进行国内询比采购，邀请合格报价人就以下内容和有关

服务提交密封报价： 

一、询比采购项目说明 

   （一）项目名称：第 50 届中国家博会（上海）印刷服务。 

   （二）询比采购内容：第 50 届中国家博会（上海）印刷服务，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邀请人指定地点。 

   （三）合格的报价人必须为： 

1.持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具备但不限于“印刷、包装”，注册

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2. 有一年以上承接展会或大型活动印刷服务经验（可视情况附服

务合同或主办单位证明文件）； 

3.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 

4.没有处于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 

5.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四）报价文件有效期：自报价文件提交之日起 120 天内有效。 

   （五）执行时间：2022 年 8 月—2022 年 12 月底止，（具体以邀请

人通知为准）。 

    二、项目需求 

（一）报价说明 

 一个标段。最高限价 50 万元（含税），详见采购清单。包括会刊、

招展函、证件、现场应用类、指南、册子、展后报告等。 

因展览会的特殊性，印刷的项目可能增加、减少或取消。实际印刷

数量以邀请人通知为准。 

此次询价的单价在无改变任何印刷要求的情况下该报价将作为最

终的价格，沿用至合同期满。 

（二）工时要求 

请根据每项印刷要求及数量，列出印刷所需工时，有利于合理安排

印前设计排版工作，留有充足时间印刷（见采购清单）。如在合作中出

现延误工时的情况，将根据合同约定，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三）项目要求 



1.中选单位按印制服务合同约定时间和邀请人提前通知的印刷时

间内完成印制项目，并按时送货至指定地点，同时通知邀请人验收，期

间所发生相关的运输、装卸等费用由中选单位支付。  

2.中选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印刷制作，并服从邀请人负

责印刷管理人员的协调与监督。  

3.检查和验收：中选单位必须按邀请人的相关要求完成各项印刷制

作。只要邀请人发现有质量问题，中选单位须立即返工。因质量问题而

产生的一切责任及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中选单位负责，且工时不许顺延。 

4.中选单位未经邀请人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另行委托第三方提供印

刷工作，也不得将印刷项目拆分给他人。 

（四）结算及支付方式 

1.中选单位按要求完成邀请人交付的单项印制业务后，应及时凭正

式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印务单（见印务工作单）向邀请人结算，邀

请人在审核无误后按约定及时向中选单位支付费用。 

2. 支付方式：通过银行汇款方式。  

三、采购清单 

（一）请柬、会刊类 

印刷

项目 
明  细  项 规      格 印刷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印刷工

时（天） 
备注 

海报 易拉宝 标准 X展架：80cmX200cm 10     

会刊 

上海设备展会刊 

160×205mm，250克铜版纸

过光胶（封面 4P）＋80克铜

版纸（内页 900P）＋200P

彩页； 

分 5-7个章节，每个章节头

一张为 200克双铜纸过光

胶，并有一张手工彩色不干

胶的表示条（约 10*23 或

27mm）对着，下部啤弧形 

500      

家具展会刊 2500      

VIP 请

柬 
开幕招待会请柬 

内页：展开 200×132mm，250

克艺术纸张、烫金＋烫银、

折＋啤工艺，4+4C 封套：200

×132mm，250克艺术纸，信

封状(双面)，封套＋啤工艺 

500      

观展

地图 
VIP导览图 

折页，环保艺术纸，成品尺

寸 120X200mm1，12P，180

克左右，正面主题烫金+4 色 

5,000     

邀请

函 
邀请函（中英文版） 

对开折页，成品尺寸

180X135mm，内外均有印刷，

200 克铜版纸单面亚膜，封

面开刀口 

200,000      

        

（二）证件、现场应用类 

印刷

项目 
明  细  项 规      格 印刷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印刷工

时（天） 
备注 



招展

函 
招展函 

骑马钉，铜版纸，成品尺寸

160X240mm，12P，200克左

右，正面主题烫金+4 色+覆

亚膜 

1,000     

50 届

证件 

专业观众 

轮转印刷：双面彩色轮转印，

打孔可撕 160mm*80mm，

300gPP 纸 

25,000     

 

特邀观众证 7000    

VIP 7,000     

记者证 800     

服务商证 2,500     

工作证 1,500     

参展商证 40,000     

上海设备展专业观众证 10000     

上海设备展参展商证 15000     

上海设备展服务单位证 500     

上海设备展工作人员证 200     

VVIP证件 

160×80mm，PVC，打孔，下

部啤弧形，另需在每张上面

印上不同的条形码 

600     

车证(30款)-筹撤展类 
210X285mm，300 克双铜， 

4+4C，编号 
8000     

车证(4 款)-通用类 
210X285mm，300 克双铜， 

4+4C，编号 
1,000      

公安

印刷 

防范宣传书 普通 A4纸，黑白单面印刷 4,000      

警方提示 
A4 大小，可贴背胶，黄底红

字 
1,200      

券类 午餐券 
140×65mm，157 克双铜，

4+4C 打码，针线 
11,000      

放行

条 

放行条（筹展） 
100 克双胶、A4纸大小，红

黑单面 
2,700      

放行条（撤展） 
100 克双胶、A4纸大小，红

黑单面 
2,700      

手提

袋 
品牌布袋 

中号布袋，35*40cm,肩带全

长 55cm，定制复合斜纹面料 
10,000      

现场

应用 

观众登记表 

100 克双胶、A4纸大小，黑

白双面，每篇需要装订起来，

另外需在每张上面印上不同

的条形码。 

20,000      

家博会行李寄存牌 
300X60mm，可贴背胶，针孔

线 
6,000      

挂绳 
展商版 

950*20mm，带挂钩，印文字 
50,000    

 
观众版 50,000    

VIP 礼

盒 

文件袋 

PVC 透明亚膜文件袋，尺寸

330X240mm，正面主题烫金+

丝网印刷，4色+烫金 

6,000     

礼盒 

成品尺寸

300(w)*170(h)*70(d）mm,

双层抽屉盒，书形翻盖盒 

2000     

50 届徽章 金属材质，约 50mm 大小 5000     

礼盒手提袋 
250 克白卡覆亚膜，普通绳

子，可以放下礼盒的尺寸 
2000     

        

（三）指南、册子、杂项类 

印刷

项目 
明  细  项 规      格 印刷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印刷工

时（天） 
备注 

活动

手册 
活动排期表 

骑马钉，铜版纸张，成品尺

寸 210X285mm，20P，200克

左右，正面主题烫金+4色 

20,000     



历史

手册 
家博会 50 届历史手册 

220X315mm，封面 250 克带纹

路卡纸、内页 180 克卡纸，

28P，4+4C，骑马钉 

2000     

签约

本 
签约本 

对开折页，成品尺寸

420X285mm，封面印金，四色

印刷覆亚膜 

50     

指南 

采购指南 

143×208mm，封面 250 克哑

粉、过胶、4+4、105 克哑粉

纸，30P、彩色、无线胶装 

10,000      

参观指南 
大对开，128克铜版纸，双

面 4 色，折后 32开 
110,000     

主题

馆印

刷品 

主题馆宣传画册 

185mm*185mm, 封面封底

350 克哑粉（有激凸和 UV 工

艺）+1页 80克牛油纸+157

克哑粉纸内页，锁线胶装（约

120P） 

1,000      

展后

报告 
展后展讯（中英文） 

160X240mm，封面 250 克带纹

路卡纸、内页 180 克卡纸，

28P，4+4C，骑马钉 

1,000      

笔记

本 
手账本 

胶装，封面仿牛皮/内页 A6

道林纸，成品尺寸

200X120mm，50P，2种内页，

封面压痕工艺，可替换活页

装订 

5,000     

纸胶

带 
纸胶带 

纸胶带，成品尺寸

20x5000mm 
10,000     

 

四、印务工作单 

   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印务工作单 

 

制作公

司名称 
  

发单日

期： 
  

公司传真/

邮箱 
  

项目   预算内   预算外   

发单部

门 
  

经办

人 
  

部门负责

人 
  

分管领

导审批 
  

交稿时

间 
  

印刷完

成时间 
  

是否经

过询价 
  

任
务
栏 

项   目   内    容 

印

刷

项

目 

明  细  

项 

规      

格 

印刷数

量 
单  价 金  额 

打样所

需时间 
备注 

                

                

                

备注：请印刷服务商确认以上制作内容并于 2 个工作日内将此工作单回传招商运营部印刷

项目负责人，如有疑问请致电发单部门经办人:                    （经办人和联系方式）。 

制作公司对任务栏的印刷项目内容全部清楚，并承诺在规定间内完成上述的印刷业务。 

  

         



         

发单部门验收人签名：      采购部门核对人签名：      制作单位负责人签名： 

 

 

日期：              日期：                  日期： 
 

 

 五、询比采购文件说明 

   （一）询比采购文件获取时间：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17:00；如报名参加询比的申请人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

邀请单位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当延长报名时间。询比响应申请人报名

时须提交的资料详见《申请人报名应提交资料一览表》。 

  （二）本套询比采购文件包括六部分：《询比采购公告》，《报价人须

知》，《合同格式》（确定提供服务的报价人与最终用户签订的合同格式

文件），《格式文件》（报价人应按该部分格式编制并提供报价文件），《询

比采购过程及评审方法》及《用户需求书》（对本次询比采购服务内容

需求的具体描述）。 

四、制作报价文件须知 

   （一）所有报价人递交的项目报价文件必须附有保证金，保证金金

额为人民币 10000 元。 

   （二）报价文件必须按第四部分《格式文件》制作并装订成册。 

响应文件开启时间（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11 日

北京时间下午 14:30 时。 

响应文件开启地点：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室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 B 栋 304 室）。 

   （三）报价文件主要内容应包括本询比采购文件第四部分《格式文

件》中列明的项目。报价人应制作报价文件正本一份。 

   （四）报价人同时须于报价截止时间当天，到达开启地点递交两套

纸质版的报价文件。 

   （五）报价人自行负责准备报价文件和递交报价文件所发生的任何

成本或费用。买方对此不负任何义务。 

五、报价文件的评审及最终服务商的确定 

   （一）报价文件评审的原则：报价文件应满足第五部分《询比采购

过程及评审方法》“4.1 报价文件的初审”要求，成为有效的报价文件。

在此前提下，对其进行价格评审。评审小组对各报价人的报价进行核准，



确定其评审价格，并把各报价人评审价格分别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

进行排名。评审价最低的报价人推荐为第一成交候选人，评审价次低者

推荐为第二成交候选人，评审价第三低者推荐为第三成交候选人。如出

现评审价相同时由评审小组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名次，并提出书

面评审报告并送采购人。采购人根据评审小组推荐的候选成交报价人结

果，确定成交报价人。 

（二）本次询比采购公告在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www.ctme.cn）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上海中贸美凯龙经

贸发展有限公司（www.ctme.cn）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

有不同之处，以在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www.ctme.cn）

发布的文本为准。 

（三）有关此次询比采购之事宜，可按下列方式向采购人查询： 

采购人：上海中贸美凯龙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 181 号国家会展中心 B 栋 304 室 

电话：021-39880417 

联系人：胡小姐 

邮箱：hurr@ctm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