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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医用耗材、检验试剂 

配送供应商遴选招标公告 
  

我院拟对医用耗材、检验试剂供应商进行遴选。欢迎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参加。 

1、项目名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医用耗材、检验试剂供应商遴选招标公告； 

2、项目编号：GDZFYSB201808-03。 

3、对医用耗材供应商的要求：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合法运作的企业法人或具有企业法人授权的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独立承担招标项目的能

力和独立履行合同的能力； 

3.2.有相关部门颁发有效的营业执照； 

3.3.提供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4、报价需提供的材料： 

4.1.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企业） 

4.2.《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企业） 

4.3.《营业执照》 

4.4.《税务登记证》 

4.5.《医疗器械注册证》及其附件《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 

4.6.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 

4.7.销售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4.8.我院医用耗材报价明细（如需医用耗材明细表电子版，请与钟小姐联系） 

5、招标范围： 详见附件 

6、收取材料截止时间：2018 年 8 月 27 日 17:00 

7、评审办法：由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医用耗材遴选专家库专家根据投标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评标。 

8、报价和材料递交要求： 

8.1.报价时要严格按耗材报价明细表中的要求和格式进行报价，不能改变明细表的格式和顺序，如没有代理的耗材在空格是打“—”； 

8.2.每个供应商针对每种耗材只需要报一个生产厂家的产品，同一耗材如需报不同规格的价格时，在同一表格中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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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投标时可多包独立投标，但必须各包独立封装投标。 

8.4.除提供打印盖章的耗材报价明细表外，还要提供一份与打印稿一致的电子版本，发给钟小姐（邮箱为 1115171304@qq.com） 

8.5.报价所需提供的材料（第 3、4点中所列），均需加盖公章，按顺序采用装订（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后密封，并在封面处标注所投标包

内项目名称、公司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子邮箱）。 

8.6.报价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与钟小姐联系。 

9、收取遴选材料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海康街 68 号，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办公楼 405 室。联系人：钟小姐，联系电话：020－34063091 

 

附件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医用耗材、检验试剂招标采购目录一览表 

                                                   

包一 

第一类、医用高分子及注射穿刺类耗材 

编号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 其他要求 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1.  一次性使用尿杯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2.  一次性使用吸痰器 成人        

3.  三通接头 三通道       

4.  一次性使用胃管(硅胶) 16FR 不带显影线      

5.  一次性使用引流袋 1000ml       

6.  一次性使用负压引流器 1000ml 注明容量规格      

7.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1ml 区分注射针      

8.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2ml 区分注射针      

9.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5ml 区分注射针      

10.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10ml 区分注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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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20ml 区分注射针      

12.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30ml 区分注射针      

13.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50ml 区分注射针      

14.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针 4.5#、12＃、16＃、18# 各规格      

15.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
器 

JT-JM 0.7×24TW SB 黑
色 

过滤介质孔径为 5.0um      

16.  一次性使用无菌输液器 
7 号双钢质直孔插瓶针、

吹塑滴斗 
区分输液针      

17.  一次性使用避光输液器 0.7×25TW 黑色 普通避光输液器      

18.  一次性使用可调节输液器 各种规格       

19.  一次性使用静脉营养输液
袋 

3000ml 注明容量      

20.  采血器 
肝素锂塑料、绿色、针头

形式(硬接式、软接式) 
 各规格      

21.  一次性使用输血器 0.9×28 单翼 区分输液针      

22.  一次性使用静脉输液针 
0.7×25TW 黑色；0.9×28I

橙色 
注明规格      

23.  一次性使用采血针 0.7×25TW 黑色 注明规格      

24.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 0.7*19mm；24G*3/4       

25.  一次性双腔气囊导尿管 14、18、20、22、24 号       

26.  一次性三腔气囊导尿管 16＃       

27.  一次性使用导尿包 16＃ 

包内容物导尿管引流袋、检查
手套、导管夹、塑料镊、注射
器(非注射用)、消毒棉球、塑
料试管、孔巾、铺巾、润滑剂、
纱布块、止水器 

     

28.  一次性使用尿杯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29.  
一次性使用无菌避光延长

管 
各规格       

30.  一次性无菌输液接头 各规格       

31.  医用鼻吸氧管(单塞) BY-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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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医用鼻吸氧管(π型氧管) 成人型、2m、双腔式       

33.  一次性使用无菌灌肠袋 1000ml 注明容量规格      

34.  一次性使用吸痰器 成人       

35.  三通接头 三通道       

36.  肝素帽 SCW-GSM       

37.  医用雾化吸入器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38.  一次性吸引器连接管及连
接头 

Ⅰ型 F30       

39.  鼻胃肠管(肠内营养管)        

40.  一次性输液加温袋 各规格       

41.  一次性输液加温延长管 各规格       

42.  一次性输氧面罩        

43.  一次性使用鼻窥器        

44.  一次性气管导管        

45.  麻醉包 注明包内容物       

46.  艾条 理疗用       

47.  一次性使用微量泵延长管 267cm       

48.  废液收集器 20ml、40ml 各规格       

49.  一次性输氧器 各规格       

50.  尿液收集器 各规格       

51.  集尿袋 各规格       

52.  一次性止血带 各规格       

53.  一次性使用冲洗器 B 型(按压式)50ml       

54.  雾化喷咀 各规格       

55.  
一次性使用输液管路(输液

泵) 
各规格       

56.  一次性使用尿套 男 成人  直型       

第二类、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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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 其他要求 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57.  医用粘贴敷料 250 片/盒  4*7cm 注明尺寸      

58.  医用透明敷料 12*12cm(1626) 注明尺寸      

59.  医用输液贴(无纺布) 9*10  (25 片/盒) 注明尺寸      

60.  医用脱脂纱布切片（无菌） 
6×8×8cm3 块/包； 
8×10×8cm3 块/包 

      

61.  医用脱脂非灭菌纱布叠片 
非无菌 6×8×8cm/块； 
8×10×8cm/块 

      

62.  一次性使用无纺布帽子 中       

63.  一次性使用垫巾 40×50cm 各规格       

64.  一次性使用无菌无纺布手
术衣 

中       

65.  医用手术手套 6、6.5、7、7.5 各规格       

66.  一次性使用鞋套 中       

67.  塑料薄膜手套 中        

68.  纱布绷带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69.  一次性治疗碗 正方形 1只/包        

70.  一次性痰杯 40ml        

71.  一次性服药杯        

72.  一次性螺纹管        

73.  一次性使用吸痰管 含各种口径 区分材质      

74.  一次性备皮刀        

75.  医用脱脂棉球 灭菌 小号  10 粒/包 注明重量      

76.  医用脱脂棉花 非无菌 500g/包 注明重量      

77.  医用脱脂棉签 20 支/扎       

78.  医用输液贴(PE 膜) 6*7cm  (100 片) 注明尺寸      

79.  
PE 膜基材透气胶带  各规格 注明尺寸      

80.  一次性使用无纺布口罩 中  50 个/包       

81.  一次性使用医用治疗巾 灭菌 40×50cm;60×90cm 注明尺寸      

82.  医用检查手套 区分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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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医用无纺布透气胶带 

1530C-0，1.2cm*9.1m24
卷/盒 

注明尺寸      

84.  医用橡皮膏(纱底) 26×500cm 注明尺寸      

85.  
灭菌凡士林纱布 

20*20cm*2 层(20 块/包) 
10*20(20 块/包)       

86.  一次性压舌板        

87.  
一次性使用弯盘 各规格 一次性使用弯盘      

88.  一次性使用镊子 蓝色 2 个/包       

89.  
一次性使用医用中单 各规格       

90.  
母婴识别带/病人识别带 各规格       

91.  血液透析穿刺包        

92.  血糖试纸   雅培微机血糖      

第三类、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编号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 其他要求 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93.  医用 X光胶片(感蓝) 张(注明尺寸)       

94.  医用 CT 胶片(热敏) 张(注明尺寸)       

第四类、透析类耗材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或英文缩写 其他要求 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95.  CRRT 管路 
全套包括血路管、置换液
管、连接管、废液管、补
液管、废液袋 

       

96.  血透用双腔留置导管(临
时) 

11.5F;20cm       

97.  心电电极贴 50 枚/盒 

成人、监护用，银/氯化银电极，

由基衬材料、导电胶、铜扣等

组成。 

     

编号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 其他要求 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98.  体温计        

99.  心电图纸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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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泪液监测滤纸条        

101. 荧光素钠眼科检测试纸        

102. 聚砜膜透析器 F15m2、F18m2       

103. 通用透析管路 A、V 管路       

104. 血液透析用动静脉穿刺针 16 G        

105. 血液灌流器(树脂) 树脂       

106. 透析浓缩 A液 10L       

107. 透析浓缩 B液 10L       

108. 一次性呼吸机回路延伸管        

包二 

检验试剂 

第一部分  微生物类试剂(含免疫方法) 

编号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或英文缩写 其他要求 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109. SS 琼脂平板   20 人份/盒      

110. 真菌显色培养皿   20 人份/盒      

111. 革兰阳性菌鉴定卡   各种方法、各种机型      

112. 革兰阴性菌鉴定卡   各种方法、各种机型      

113. 细菌药敏试剂(纸片)   各种药物、各种方法      

114. 氧化酶纸片   各种方法、各种规格      

115. 微量生化管   各种方法、各种规格      

116. 微生物鉴定板条 (ATB)鉴定相关试剂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17. 触酶试剂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第二部分  检验耗材(以下耗材均为检验专用耗材) 

编号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或英文缩写 其他要求 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118. 一次性使用定量采血吸管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19. 一次性塑料吸管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0. 一次性玻璃试管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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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一次性塑料滴管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2. 一次性塑料试管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3. 一次性无菌痰杯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4. 一次性培养皿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5. 一次性离心管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6. 一次性尿试管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7. 载玻片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8. 盖玻片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129. 大便杯 各种类型、各种规格       

包三 

口腔科耗材 

第一部分充填材料类 

编号 
品种名称 规格描述或英文缩写 

拟选生产厂家 报生产厂家 规格 价格（元）
送货到
达时间 

紧急供
货预案 

130. 国产银汞胶囊 （200g\400g\600g）       

131. 富士银粉离子  （进口）      

132. 富士玻璃离子 I、II、IX 号  （进口）      

133. 
进口光固化复合树脂（前

牙、后牙、流动等型号） 
 

（进口）  
    

134. 光固化氢氧化钙  （进口）      

135. 充

填

器 

各种型号的水门汀充

填器 
 

  
    

136. 
各种型号的银汞充填

器 
 

  
    

137.  
暂

封

材

料 

氧化锌丁香油水门汀        

138. 磷酸锌水门汀        

139. 玻璃离子水门汀         

140. 暂封膏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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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消毒材料类 

141. 丁香油酚         

142. 樟脑酚        

143. 氢氧化钙糊剂  （进口）      

144. 医用含氯消毒片 100 片/瓶        

145. 医用消毒洗手液 500ml 不含手术消毒洗手液      

146. 有效氯指示卡 4 米/卷       

147. 戊二醛浓度测试卡        

148. 次氯酸钠消毒剂 AR500ml(630g/瓶)       

149. 过氧乙酸 5KG/桶       

150. 戊二醛消毒剂 2.5kg/桶       

第三部分固位材料类 

151. 国产根管钉、        

152. 纤维桩  （进口）      

153. 国产酸蚀剂         

154. 车针 各种型号类别高速车针 （进口）      

第四部分 根管类 

155. 

器 
材 

国产和进口 K 锉、H
锉 

 
 

     

156. 光滑髓针  （进口）      

157. 拔髓针  （进口）      

158. 侧压针  （进口）      

159. Protaper（手动、机动）  （进口）      

160. G 钻  （进口）      

161. 消

毒

材

料 

氢氧化钙糊剂        

162. 樟脑酚        

163. 木榴油        

164. 甲醛甲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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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碘仿        

166. 
治

疗

材

料 

多聚甲醛失活剂  （进口） 
     

167. 
根充糊剂  （进口、国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