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中国网球公开赛赛期现场收银设备 

招标需求说明 

 

 

 

 

 

 

 

 

 

 

 

 

 

 

 

 

 

 

 

 



一、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中国网球公开

赛赛期收银设备采购项目 

2、 项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2 号国家网球中心 

3、 项目内容：收银设备的供货、包装、运输、保险、安装、调试、验

收、质保期内的维保以及质保期现场服务 

4、 到货时间：中标日算起 45 日历天 

5、 送货：合同签订后在规定时间内送货至我司指定地点，并免费安装

调试到位，指定地点为：项目地点。 

6、 付款：到货并由中网公司验收合格且收到中标单位开具的首付款额

度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0%。

2018 中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且收到中标单位开具的余款额度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余款 10%。 

 

二、 投标人资质要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工商、税务等证

照齐全。公司营运状况良好，无违法、违规记录。所投产品厂家具

备相关产品的生产资格，并具有五年以上收银设备的生产经验。 

 

三、 投标文件的递交以及联系方式 
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期为：2018 年 8 月 3 日 18：00（北京时间），

在此后提交的任何文件都被视为无效。 

2、 递交的投标文件须为加盖投标人公司公章的电子版扫描件以及该

扫描件的原始 PDF 文件、价格标的 Excel 各一份。 

3、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 将 上 述 文 件 以 Email 附 件 的 形 式 发 送 至 ：

zhaobiao@chinaopen.com 

4、 项目联系人： 

中国网球公开赛技术部总经理 梁潇 

联系方式：shawn.liang@chinaopen.com 

5、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2 号国家网球中心中网公司 

 

四、 项目背景、使用场景、设备要求、数量 



1、 关于中国网球公开赛 

中国网球公开赛是中国唯一以国家命名的国际网球赛事，中国网球

公开赛赛事名称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授予（国家体育总局体外

字[2003]160 号）。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国

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北京市体育局、共青团北京市委、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承办，运营机构为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

推广有限公司。 

中国网球公开赛创办于 2004 年，每年一届定期在京举行。赛事同

时拥有国际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WTA)

和国际网球联合会（ITF）等三大国际网球组织的赛事举办权，是亚

洲地区唯一设置 全、参赛球员 多、总奖金 高的国际综合性网

球赛事。2009 年起，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面升级，其中女子赛事升

级为 WTA 皇冠明珠赛事（仅次于四大满贯赛事，全球仅 4 站），男

子赛事升级为 ATP500 赛事（仅次于四大满贯赛事、ATP1000 赛事，

全球 11 站）。2013 年暨赛事创办十周年之际，WTA 特授予赛事

“亚太地区 具领导力赛事奖”。2015、2016 年，中网连续两年

获得 WTA 全球赛事转播收视冠军，彰显了赛事顶级影响力。 

近年来，中国网球公开赛全球电视转播时长稳定在 7000 小时以上，

每年吸引近 23 万人次来到国家网球中心观赛，为期 15 天的赛事

每年产生现场消费上千万元。赛事拥有超过 40 家顶级赞助合作伙

伴、4 家国内持权转播商、1 家票务推广平台合作伙伴。 

 

2、 招标设备使用场景 

从 2015 年起，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的一切消费使用中网公司采购

的收银设备进行消费结算，收银系统为中网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定

制的可以与中网票证进行交互的收银系统。本次招标的设备将在整

个中网赛场中进行部署，部署的环境包括固定建筑内、临时搭建的

篷房内、露天环境、中餐和西餐的厨房。收银设备要适应至少两种

业态：中西餐饮和商品零售。 

 

3、 设备要求 

a) 所有设备必须是按照行业的国际和国家标准来进行设计。所提供

的产品必须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环保标准等相关要求。 



b) 设备厂商在货物出厂前，卖方应对货物进行全面的检测，并出具

检测报告。 

c) 投标人须保证本次采购产品是未曾使用过的全新产品，系优质材

料和先进工艺制成的新产品，且完全与文件中所要求产地、质量、

品牌、规格和性能相符。投标人应在合同签订之前把采用的有关

材料样本送招标人审批封样保存。在交货时，随机向买方移交货

物的合格证书、检验记录及相关检测报告。所供货物要求实行终

身维保。 

d) 招标文件中所规定的式样不得变更，如特殊原因确需变更，则要

求证明替代品更优。投标方必须认真详尽填写相关技术参数、特

征描述及设备单价等，不得改动已列清单序号及资产名称，如有

擅自改动清单号将作废标处理。所填相关技术参数作为评标依据

及设备验收依据，请务必如实详尽填写。对填写不清楚的可能影

响评分结果。 

e) 交付使用前发生的产品损坏和不合格，一律退换新品。在保修期

内发生的产品损坏和性能不合格（非使用不当原因造成），除招标

人同意修理外，亦应退换新品，产生的损失由供应方承担。 

f) 中标人应派有资格、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按要求进行全过程监督、

指导，保证安装质量。 

g) 如果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

规定不符，或证明货物有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同

规定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买方提交检测部门检验，并有权根据

检测部门的检测报告及质量保证条款向卖方提出退换货和索赔相

关损失。 

h) 中标设备需要保证在中国北京市 9 月-10 月室内、户外高频次、

长时间工作状况下电气性能不改变，保证硬件设备稳定无故障。

该“户外”是指在通透的房间或者篷房内，有可能被阳光直晒，

但不会直接被雨水侵袭。 

 

4、 设备硬件参数、规格 

a) 运行 Windows7 及以上操作系统，每台设备拥有微软公司的永久

正版授权。 

b) CPU 不低于 Intel Processor Atom X 5-Z8350 1.44Ghz 



c) 显示设备为电容触摸屏幕，屏幕对角线尺寸不小于 10 英寸 

d) 不低于 4GB 内存 

e) 不低于 64GB-SSD 存储硬盘存储空间 

f) 支持 WIFI802.11a/b/g/n，有 RJ45 以太网接口 

g) 至少支持蓝牙 4.0 以上 

h) 至少拥有 5 个 USB 接口 

i) 至少拥有 1 个 COM 接口 

j) 内置 80mm 带切刀热敏打印机，分辨率在 200dpi 以上 

k) 内置 NFC 模块，支持 14440、15693 通讯协议 

l) 内置 MSR 磁条读卡器（非满额配置，后详述） 

m) 配套小尺寸钱箱 

n) 配套知名品牌二维码扫描枪（非满额配置，后详述） 

 

5、 需求设备数量 

a) 含有内置热敏打印机的收银设备主机：92 台 

b) 内置式 MSR 磁条模块：50 个 

c) 配套小尺寸钱箱：20 个 

d) 二维码扫描枪：45 个 

e) 厨房触摸显示设备：4 台 

*注意，所有设备的 终采购数量会根据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需求

而变化，但会确认的体现在和中标单位的合同中。 

 

6、 保修和服务 

a) 提供至少交货后至少 36 个月的免费保修服务，保修期后仅收取

维修材料成本费用。 

b) 提供中国网球公开赛赛期（每年时间略有不同）期间，1 小时响

应，4 小时内完成设备的维修或更换。 

c) 提供中国网球公开赛赛期（每年时间略有不同）期间的、不低于

整体采购数量 10%的备机、备件支持。 

d) 提供不低于 1 人的 2018 年-2020 年中网赛事期间的工程维护人

员驻场服务。 

 

五、 投标文件和其它 



投标企业，需首先填写《投标人情况调查表》（详见附件），并按如下文

件目录准备投标文件： 

 （一）投标文件和物品目录 

1. 投标书（详见附件） 

2. 企业资格证明文件： 

a) 法人代表受权书 

b)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述标时需携带原件） 

c) 机构代码副本复印件（述标时需携带原件） 

d) 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述标时需携带原件） 

3. 报价表 

a) 按照前述“设备参数”和“数量”说明，逐项进行提报。 

b) 报价表使用 Excel 格式提报。 

c) 报价表一旦提报谢绝修改。 

4. 投标人服务承诺书 

a) 按照前述保修和服务项目进行的服务承诺。 

b) 承诺书必须加盖公章，合同签署后需要按此执行。 

c) 如提供其他服务，请一并列出。 

5. 投标样机（请在开标前 2 个工作日送至中网公司，地点同本文所

述“项目地点”） 

a) 样机需与投标产品各参数完全一致。 

b) 招标结束后，中网公司不负责样机的返回，请投标人自行取

回。 

6. 即有与本项目类型相似项目的执行案例材料（至少 2 个案例） 

7. 其他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交的材料 

（二）文件提报要求 

  1. 投标文件数量 

《投标人情况调查表》一份 

《投标文件》三份（一份正本、二份副本）均密封并注明“正本”

或“副本”字样 

   2. 投标文件的签署 

投标文件必须按招标人要求填写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同时签

署法人代表人或投标人代表的全名。 

  3. 投标时间 



   见前述 

  

六、 开标及述标 
a) 开标时间：待定（会以 Email 形式通知投标人） 

b) 开标地点：中网公司 A 会议室 

c) 同日召开投标单位项目说明会。各家投标单位的述标时间，请以我司后

续通知为准。 

d) 评标：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项目说明以及标书文件，对各投标单位进

行评议，做出明确的评标意见报我司经营管理委员会确定中标单位。 

e) 公示及发放中标通知书：招标人对评标委员会确定的中标单位进行公示，

在公示后发放中标通知书。 

f) 有关此次招标的未尽事宜，请意向企业随时与本次招标联系人沟通。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25 日 

 

 

 

    

 

 

 

 

 

 

 

 

 



 

 

 

投 标 书 
（参考模板） 

 

致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全称）授权（全权代表姓名）（职务、职称）为全权代表，参

加贵方组织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收银设备招投有关活动，对中国网球公开赛收银设

备进行投标。 

此次投标服务的总投标价为（大写）： ___________元人民币。 

全部投标文件：包括正本 l 份，副本 2 份。 

同时我司郑重承诺： 

1.保证遵守招标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2.保证忠实地执行买卖双方所签服务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3.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投标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 

 

本投标自开标之日起 90 日内有效。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单位（盖章）： 

全权代表（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