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体育学院 2022 年办公设备采购项目比选公告（货物类）

一、项目名称：首都体育学院 2022 年办公设备采购项目

二、控制金额：41. 9132 万元。

三、采购清单：

序

号

货物

名称
技术规格及要求 数量

备

注

1 台式计

算机
CPU：主频≥3.10GHz 核心数量≥6C ,Core i5-10500，三级
缓存12MB

主板：Intel H470 及以上芯片组

内存≥8G（独立）DDR4 2400MHz 内存，提供4个内存槽
位

显卡：独立/集成显卡

声卡：集成，支持5.1声道（提供前2后3共5个音频接口）

硬盘≥240GB/256GB SSD+1TB HDD

网卡：集成

光驱：DVD-RW，16速

键盘、鼠标

接口： 10个USB接口(其中前置6个USB3.2接口 )、1组PS/2
接口、1个串口、VGA+HDMI+DP接口（VGA非转接）；

机箱：≥17L，

显示器：≥21.5 英寸液晶显示器，分辨率1920 x 1080，响
应时间（2毫秒）

USB屏蔽技术，仅识别USB 键盘、鼠标，无法识别USB读
取设备，有效防止数据泄露（提供功能性截屏）；

具有环保认证证书，节能认证证书，预装操作系统
保修期限≥3年
原厂提供三年上门服务，厂商承诺：当日下午 4 点前报修，

下一自然日 24 点前修复，若没有完成修复，则免费赠送延

迟日数对应的月度延保服务；在三年维保时间内，承诺将提

供 1 次免费的尝试性故障硬盘（单盘）数据拯救服务，若未

恢复则不计次数；

53台

2 便携式

电脑
CPU型号 Intel i7-1165G7

16G DDR4 3200内存，双内存槽位

指纹解锁 支持

尺寸 14寸LED背光显示屏

8 台



屏幕分辨率 1920*1080，可180度开合

独立显卡MX 450 2GB GDDR6

显存大小 2G独显

硬盘容量 256GB SSD+1TB HDD，固态硬盘接口 M.2，机
械硬盘接口 SATA

2个 USB TYPE-C接口（含1个雷电4接口），2个USB3.1 G1
TYPE-A接口，HDMI、耳麦二合一接口键盘 防泼溅键盘

多点触控板；指点杆

内置蓝牙

电源适配器 45W/65W/65W超薄 Type-C

内置45WHr以上锂电池，续航时间 >12小时

重量 ≤1.6KG

≥720P高清摄像头（带物理防窥开关）

预装操作系统

原厂提供三年上门服务，厂商承诺：当日下午4点前报修，
下一自然日24点前修复，若没有完成修复，则免费赠送延
迟日数对应的月度延保服务；在三年维保时间内，承诺将
提供1次免费的尝试性故障硬盘（单盘）数据拯救服务，
若未恢复则不计次数；

3 黑白激

光打印

机

处理器 600MHz

内存 512MB

LCD显示 两行LCD显示屏

接口类型 USB2.0,10/100BASE-TX 以太网

网络功能 支持

打印幅面 A4

打印速度 38页/分钟

打印分辨率 1200*600 dpi

首页输出时间 <6.5秒

标准纸盘纸张输入容量 250页(纸盒)+50页手动进纸

可选纸盘最大输入容量 820页

纸张输出容量 250页+50页

双面打印 标配双面打印单元

随机硒鼓寿命 30000页

随机墨粉容量 3000页

打印介质种类 普通纸，薄纸，厚纸，特厚纸，铜版纸，
信封，透明胶片，彩色纸，档案纸再生纸，标签

节能认证、环保认证

6 台



保修期限 1 年

4 多功能

一体机
处理器 266MHz

内存 64MB

LCD显示 10字符×2行 中文液晶显示

接口类型 Hi-Speed 2.0

10/100Base-TX 以太网

电话扩展接口

自动进稿器页数 35页

产品尺寸 481 x 398.5 x 316.5 mm

网络功能 支持

打印幅面 A4

打印速度 30页/分钟

打印分辨率 HQ1200；600×600dpi

打印语言 PCL6, BR-Script3

首页输出时间 <8.5 秒

复印速度（A4） 30页/分钟

复印分辨率 600×600dpi

首页复印输出时间 <10秒

连续复印 1-99页

缩放比例 25%-400%

传真速度 33.6Kbps

PC-FAX 支持

无纸接收 500页

电话手柄 标配

扫描元件 彩色CIS

光学分辨率 600*2400dpi（扫描玻璃平台）/600*600dpi
（ADF扫描）

最大分辨率 19200×19200 dpi

标准纸盘纸张输入容量 250页(纸盒)＋1页(手动)

纸张输出容量 100页

双面打印 标配自动双面打印

打印介质种类 普通纸、厚纸、铜版纸、再生纸、信封、
纸标签

标准介质尺寸 A4, Letter, B5(JIS), A5, A5(长边), A6,
Executive, 16K(195*270mm), 16K(184*260mm),
16K(197*273mm)

推荐的介质重量 标准：60－105g/㎡ 手动：60－163g/

1



㎡

随机硒鼓寿命 12000页

随机墨粉容量 2600页

零售硒鼓型号/容量 LD2451/12000页

零售墨粉型号/容量 LT2451/1500页；

具有节能认证、环境认证

一年免费上门服务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

售后服务：见采购设备要求

质保期：见采购设备要求，其余至少 1 年（上门服务）

四、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付款 70%，设备全部到达并

验收合格后付款 30%。

五、评分办法：

评分
内容 分值 细 目 评分标准

价格部分

（40分）
40

完全满足比选文件要

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

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其价格分为满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

标报价）×40%×100

技术部分

（60分）
60 技术指标、售后服务方

案、服务承诺、质保期等

对供应商提供的技术指标、售后服

务方案、服务承诺、质保期等进行比较,

细致、详细得 40-60 分，方案可行得

20-39 分，方案不完整得 1-19 分。

合计 100

六、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一）营业执照有效；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纳税证明；

（四）参加本项目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供应商需为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入

围供应商，具备京华云采平台台式计算机和便携计算机供货商资格。

（提供网页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七、报价时间及要求：

（一）时间：2022 年 7 月 5 日至 2022 年 7 月 7 日(节假日

除外)8:30-11:30 14:00-17:00。

（二）地址：北京市北三环西路 11 号 。

（三）联系人：张老师

（四）联系电话：82099261

（五）报名请携带并提交的资料（2份）: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报价单需密封，封口处加盖公

章。封皮上写明项目名称及投标人全称，并注明“报价单”字样。报

价产品需标明品牌。报价不能高于控制金额。

首都体育学院

实验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2 年 7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