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标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ZZ2020-552R 

二、项目名称：陵水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二

次招标） 

三、中标信息 

A包供应商名称：北京中仪万诺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6号 9层 928室 

中标金额: ¥8,48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捌佰肆拾捌万元

整） 

B包供应商名称：江西柏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温圳镇路边村委会 320号国

道旁 169号 

中标金额: ¥9,379,000.00元（大写：人民币玖佰叁拾柒万玖

仟元整） 

C包供应商名称：宁夏库尔医疗发展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贺兰县创业东路 5号 D栋科技创新中心 216室 

中标金额: ¥1,996,8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万陆

仟捌佰元整） 

D包供应商名称：河北仁恒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镇东京北村华纺街 5

号 

中标金额: ¥2,683,5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佰陆拾捌万叁

仟伍佰元整） 

E包供应商名称：吉安市荣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东川实业有限公司 5#

厂房 6层（50号区域） 



中标金额: ¥3,916,6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佰玖拾壹万陆

仟陆佰元整） 

F包供应商名称：江西益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爱华大道 188号 

中标金额: ¥2,521,45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壹

仟肆佰伍拾元整） 

G包供应商名称：江西青洛商贸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城南专业市场佑华路

19号季季红生产资料市场 2幢商铺 3-07号 

中标金额: ¥4,650,6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陆拾伍万零

陆佰元整） 

H包供应商名称：国药器械（海南）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32号复兴城 A1 区

A2座四楼 

中标金额: ¥5,758,9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佰柒拾伍万捌

仟玖佰元整） 

J包供应商名称：上海鹏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580号 2282室 

中标金额: ¥87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捌拾柒万元整） 

K包供应商名称：海南星粤实业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文明大道 108号 

中标金额: ¥735,180.00元（大写：人民币柒拾叁万伍仟壹佰捌

拾元整） 

四、主要标的信息 

A包 

货物类 

名称：大 C型臂（数字剪影，血管造影仪） 

品牌：通用电气 



规格型号：Optima IGS 330 

数量：1台 

单价：8480000元 

B包 

货物类 

名称：计算机 X线断层扫描系统（64排） 

品牌：飞利浦 

规格型号：Incisive CT 

数量：1台 

单价：9379000元 

C包 

货物类 

名称：腹腔镜系统 

品牌：贝朗医疗 

规格型号：PV470 

数量：1台 

单价：1996800元 

D包 

货物类 

名称：平板 C型臂 

品牌：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规格型号：Cios Select 

数量：1台 

单价：1787000元 

名称：脑电图仪 

品牌：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 

规格型号：EEG-1200C 

数量：1台 

单价：449600元 

名称：十二通道心电图机 

品牌：上海光电医用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规格型号：ECG-2350（十二通道） 

数量：1台 

单价：75900元 

名称：运动平板 

品牌：北京谷山丰生物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规格型号：iCV1200 

数量：1台 

单价：259000元 

E包 

货物类 

名称：心脏超声仪 

品牌：飞利浦 

规格型号：EPIQ 5C 

数量：1台 

单价：3269000元 

名称：便携式超声仪 

品牌：开立 

规格型号：S8 Exp 

数量：1台 

单价：647600元 

F包 

货物类 

名称：自体血回输机 

品牌：北京京精 

规格型号：3000P 

数量：1台 

单价：299900元 

名称：普通手术床 

品牌：迈瑞 

规格型号：HyBase 3000 

数量：3台 

单价：199500元 

名称：多功能手术床 

品牌：迈瑞 

规格型号：HyBase  6300 

数量：1台 

单价：319800元 

名称：LED手术无影灯 

品牌：三丰 

规格型号：BenQ LS780K-550 

数量：2套 

单价：139900元 



 

G包 

货物类 

名称：麻醉机 

品牌：德尔格 

规格型号：Fabius GS Premium 

数量：3台 

单价：399800元 

名称：婴幼儿呼吸机 

品牌：纽邦 

规格型号：e 360 

数量：1台 

单价：299000元 

名称：呼吸机 

品牌：纽邦 

规格型号：e 360 

数量：3台 

单价：299900元 

名称：高频电刀 2 

品牌：爱尔博 

规格型号：VI0300S 

数量：3台 

单价：175800元 

H包 

货物类 

名称：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品牌：贝克曼 

规格型号：DXH600 

数量：1台 

单价：569700元 

名称：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品牌：沃芬 

规格型号：ACL TOP 750 

数量：1台 

单价：549700元 

名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品牌：贝克曼 

规格型号：AU5800 

数量：1台 

单价：2379600元 

名称：血气分析仪 

品牌：沃芬 

规格型号：GEM Premier 5000 

数量：2台 

单价：239900元 

J包 

货物类 

名称：抢救车/平车 

品牌：满友  

规格型号：MU2 

数量：2张 

单价：12980元 

名称：电动待产床/产床 

品牌：欣盛 

规格型号：WX-C1280A 

数量：3张 

单价：38950元 

名称：抢救车 

品牌：满友 

规格型号：Q3 

数量：7台 

单价：8980元 

名称：手术对接车/医用转移车 

品牌：满友 

规格型号：A36 

数量：2台 

单价：15485元 

K包 

货物类 

名称：大会议桌 

品牌：海南星粤 

规格型号：定制 

数量：1张 



单价：10000元 

名称：地柜 

品牌：海南星粤 

规格型号：定制 

数量：1个 

单价：8000元 

名称：一二三沙发 

品牌：海南星粤 

规格型号：定制 

数量：2个 

单价：10000元 

名称：3.2米会议桌 

品牌：海南星粤 

规格型号：定制 

数量：1张 

单价：7500元 

详见附件 

五、评审专家名单： 

符学新、张大水、聂忠仕、徐忠武、韩建勋、张宇宸 [招标人（采

购人）代表]、姜相明 [招标人（采购人）代表]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参考计价格[2002]1980号文，A包 87000元，B包 95000元，C

包 26000元，D包 33400元，E包 47200元,F包 31800元，G包

55300元，H包 65200元，J包 13100元，K包 11000元。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 

A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B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C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D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E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F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G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H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J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K包工期/交货期/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30天内 

保证金退还事宜： 

未中标的投标人，本公告发出后，系统自动退还保证金；中标

的投标人，自行上传三方盖章的合同后，系统自动退还保证金。 

九、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陵水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             

地    址：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大道 16号          

联系方式：0898-3231699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 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蓝天路名门广场北区 B座 1-5号 3002             

联系方式：电话： 0898-68500660、68500116；财务：0898-

68555187；公司邮箱：hnhzzb@163.com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李爱乾 

电   话：0898-68500116、68500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