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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温暖包采购公告 

一、 基本概况 

1、采 购 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 

2、项目名称：壹基金温暖包（以下简称温暖包）采购 

二、 招标项目简要介绍 

2013 年中国自然灾害多发，其中四川雅安芦山 7.0 级地震、甘肃岷县漳县 6.6级地

震、陕西延安特大洪涝灾害等灾害，导致受灾面广、破坏力大，使得受灾害影响地区的

儿童过冬面临巨大困难。 

由于凝冻灾害以中小型灾害为主，平常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对于重大凝冻灾害，

政府主要的救援措施也集中在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恢复建设和工农业的恢复

生产上面，对于偏远贫困农村往往无暇顾及，其中对儿童及其它弱势群体更是缺少救援

措施。所以，凝冻灾害中儿童的救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盲点。 

据推算，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约为 110 万。中西部地区亲属寄养的孤儿家庭经

济贫困，事实孤儿尚未纳入国家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生活仍然困难，需要基本生

活费的支出。在这个群体中，90%为父亲过世母亲嫁人的孩子，父母没有履行抚养责任。

这类儿童，和失去父母双亲的孤儿相比，生活状况所差无几。寒冬直接挑战孤儿困境，

保障孤儿温暖度过寒冬是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壹基金针对凝冻灾区儿童、雅安、岷县、玉树、延安等重大地震及洪涝灾害和孤儿

等温暖健康的过冬需求，发起社会各界捐赠“壹基金温暖包”的活动，以解决川、甘地

震灾区、洪涝灾区、西南凝冻灾区和西部高寒山区困境儿童御寒物资特别缺乏，过冬衣

物、条件和设备均不足的问题，为灾区儿童和孤儿等困境儿童送去温暖，送去社会关爱。 

2013 年受益人：受凝冻、地震、洪涝灾害影响儿童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贫

困家庭儿童等困境中的儿童。 

2013 年受益地区：四川（含雅安地震灾区）、甘肃（含岷县地震灾区）、贵州、云

南、广西、湖南、重庆、安徽、新疆、陕西（含延安特大洪涝灾区）、宁夏、青海。 

参考资料： 

2011 年壹基金温暖包凝冻灾区儿童温暖行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2MjgyNzA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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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还会远吗》-壹基金 2012冬季温暖包行动短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zMjczODky.html 

灾区小朋友致叔叔阿姨的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0MjQyMTQw.html?qq-pf-to=pcqq.c2c 

三、 招标范围 

通过邀请招标选择 1家壹基金温暖包定点供应商，负责完成温暖包内所有物品的供

应、产品设计、组装及将包裹送至指定地点。 

货物说明一览表： 

包裹名称 采购数量 拟招供应商数 产品清单 

壹基金温暖包 60000个 1家 见下文 

本次招标共分 1 包，投标人不可仅对每包中的部分产品投标。本项目的中标人为

2013年壹基金温暖包定点供应商。 

四、 采购要求 

1、采购价格为税后价，含运至最终指定交货地点的物流费用，包裹指定交货地点

和具体分配数字以最终协议为主。 

2、壹基金温暖包首批采购 60000 个，拟招募 1 家定点供应商进行包裹的生产组装

及供应； 

3、供货时间：9月初开始供货，60日内完成所有包裹供货，交货期为 11月初。投

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承诺详尽的供货计划； 

5、入选供应商可在规定时间内分批完成 60000个温暖包供货。 

五、 产品清单 

 

序号 物品名称 
单

位 

数

量 
采购要求 

1 棉衣 件 1 

尺寸 1.2 m 1.4m 1.6m 1.7m 

比例 2 2 3 3 

面布 50D 涤纶，面压油光 

里布 摇粒 180克（厚度） 

中间 夹棉 240克，喷胶棉 

门襟 前中拉链，用塑料胶牙拉链 

扣子 用塑料胶面，底为铜心 

面料 色牢度达到 3.5级以上，不含偶氮，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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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要求制作 

辅料 
（纽扣、拉链头）稳固度 3-4 级，金属不

含镍，不含叻，按国标要求制作 

款式 拉链衫，高领，带帽子，过臀 

颜色 以中性色为主，不要白色、黑色 

年份要

求 
现货需为 2012年及之后年份的产品 

基本要

求 
防风、保暖 

其他 在左胸口、帽檐处印制 LOGO，丝印 

  

2 帽子 顶 1 
毛线针织，双层加厚，护耳，保暖，中性颜色，均码 

帽檐处绣 LOGO 布标 

3 围巾 条 1 
毛线针织，加厚，保暖，中性颜色，均码 

围巾两端绣 LOGO布标 

4 手套 双 1 

毛线针织，加厚，保暖，中性颜色，均码（不得低于 9CM

×22CM） 

连指手套，两只手套之间用绳链接 

手腕处绣 LOGO 布标 

5 袜子 双 1 纯棉，厚实，保暖，吸汗，透气，防臭，均码（20-22CM） 

6 棉鞋 双 1 

尺寸 30 35 38 40 

比例 2 2 3 3 

鞋底 
橡胶底填充 EVA，抓地效果好、防滑，鞋

帮高 

鞋头 圆形 

鞋面 牛津布 

内里材

质 

仿羊绒（厚度：2CM） 

或人造长毛绒（2.2CM） 

靴筒 PU革 

款式 半筒、靴子 

闭合方

式 
魔术贴 

颜色 以中性色为主 

年份要

求 
现货需为 2012年及之后年份的产品 

基本要

求 
防水、防滑、保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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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冻疮膏 个 1 
38g 左右，能改善皲裂状况、国内品牌（安安、孔凤春

等同类品牌） 

8 玩具公仔 个 1 超柔布料,坐高 25cm 

9 水杯 个 1 PP材质，300-500ml 

10 美术套装 套 1 

内含 24色水彩笔、12色彩色蜡笔、12色彩色铅笔、12

色彩色油画棒、12色水粉颜料、调色盘、调色笔、橡皮

擦、铅笔、卷笔刀等，国内品牌（真彩、晨光、得力） 

11 
壹基金减

防灾棋 
盒 1 

铜版纸、塑料棋；设计图纸，绘制模具图，模具总装图；

包装尺寸：56*27*4(长*宽*高)cm，棋盘尺寸：50*50cm； 

按照壹基金要求设计制作印刷 

12 书包 个 1 

面料：涤纶 600DPU 防水牛津布 

里料：210D 涤沦牛津布 

扣件：YBS 扣件 

织带：PP绦伦织带 

拉链：进口 yjw拉链，配拉绳 

尺寸：宽 36CM*高 50CM*厚 16CM，或相当于 28L 的容量。 

背负：要求透气设计 

结构及内部分隔：书包两侧需设计插袋（放置水瓶或雨

衣等）、内部分成四层隔层，需要设计放置书本、笔等

文具的专用隔层。背包上方需设置手提带。 

LOGO：书包正面印制壹基金 LOGO，“尽我所能、人人公

益”、“温暖包” 

颜色：蓝色 

13 外包装 个 1 

应标人根据上述产品数量、总重量、总体积等因素自行

设计 

外观设计：符合儿童友好原则、印制壹基金 LOGO、符合

壹基金 VI使用要求 

功能需求：既能满足收纳所有单品的功能，同时也是送

给受益人的礼物. 

尺寸约为：长 35CM×宽 25CM×高 30CM 

说明：1、每个产品外需要加外包装袋；2、投标时需要提供所有样品（因时间限制，

壹基金减防灾棋可不提供样品）3、需要印制壹基金 LOGO 的产品，若因投标时间过短，

可暂不对 LOGO 进行打样，但需提供印刷的工艺 

 

六、 投标要求 

提供壹基金温暖包产品设计和报价方案 

（1）按采购要求和产品清单要求设计壹基金温暖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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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报价务必真实，一旦发现虚假，将取消投标资格和中标资

格。 

（3）提供壹基金温暖包样包（含外包装）。按照壹基金的要求在产品的外包装箱上

印制壹基金 LOGO、“尽我所能人人公益”、“壹基金温暖包”。 

（4）针对该项目产品的生产、组装等各环节的质量检测方案做出详尽阐述，并附

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产品质量检验标准，请在附表《壹基金温暖包供货及检测方案》中

描述。 

（5）投标人自报最短供货期，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对供货、退换货方案做出详

尽阐述，并结合企业自身实力、经验，对可预见性突发状况进行分析及应对措施的阐述，

请在附表《壹基金温暖包供货及检测方案》中描述。 

七、 投标人资格 

满足以下条件的投标人是合格的投标人，可以参加本次投标：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生产或供应能力的供

应商，包括法人及其联合体。 

2、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招投标行业有关的规章，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雄厚的供货实力、仓储实力、物流能力；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 参加招投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 了解和认可壹基金公益理念； 

8、 收到本项目竞标邀请的潜在供应商； 

9、 投标人须遵守招投标法 

10、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 竞标程序 

1、答疑 

答疑方式：电话答疑、邮件答疑 

（1）电话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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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疑时间：即日起至 8 月 18 日上午 12 时（限工作日）10：00—12：

00，14：00—17：00； 

 答疑电话：0755-25339511（转 622） 

（2）邮件答疑 

 答疑时间：即日起至 8 月 18 日上午 12 时（限工作日）10：00—12：

00，14：00—17：00； 

 答疑邮件：hewei@one-foundation.com 

 注意事项：为了避免漏掉邮件内容，请在邮件主题上标注：（投标人名

称）应标壹基金温暖包 

2、投标 

（1）截止时间：2013年 8月 23日上午 12 时以前； 

（2）提交方式： 

 书面版一式三份，密封盖章后，邮寄或面送给下文所述联系人 

 电子版一份，发送给下文所述联系人 

（3）提交材料内容：样品 1 份、报价方案、壹基金温暖包产品设计、公司资质文

件、其他（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3、述标通知 

（1）通知时间：2013年 8月 25日 17时以前； 

（2）范    围：我机构组织专家评审团对所提交的方案进行初选，选择 3 家以上

供应商进行述标，并通过电话或邮件通知。 

4、提案述标 

（1）述标时间：2013年 8月 26日（具体时间通过电话或邮件告知）； 

（2）述标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六道敦煌大厦 7D； 

（3）述标形式：15分钟准备时间，20分钟陈述时间，15分钟答疑时间； 

（4）我机构组织专家评审团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所提交的方案进行评选。 

（5）中标结果公布时间：2013年 8月 27 日 24时前； 

（ 6）中标结果公示期：（ 8 月 27 日—— 30 日）：壹基金官方网站：

http://www.onefoundation.cn/ 

（7）发放中标通知书时间：8月 30日 12 时前 

九、 联系方式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六道敦煌大厦 7D 

mailto:hewei@one-found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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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18048 

联系人：何威 

电话：0755-25339511（转 622） 

传真：0755-25332611 

邮箱：hewei@one-foundation.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六道敦煌大厦 7楼 D  

 

十、 相关材料 

附件 1：相关材料使用须知 

附件 2：报价方案 

附件 3：壹基金温暖包供货及检测方案 

附件 4：公司资质文件要求 

附件 5：评分表 

  

mailto:hewei@one-found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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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相关材料使用须知 

 

 

相关材料使用须知 

序 材料名称 适用范围 

1 报价方案 
投标人在投标和提案述标阶段使用，纸质版一

式三份，并加盖公章，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2 样品 

投标人在投标和提案述标阶段使用，邮寄或面

送给上述联系人，若因时间关系，投标阶段可

暂无，提案述标阶段必须提供。 

3 
壹基金温暖包供货及检测方

案 

投标人在投标和提案述标阶段使用，纸质版一

式三份，并加盖公章，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4 公司资质文件要求 
投标人在投标和提案述标阶段使用，复印件加

盖公章，无需电子版 

5 其他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可随同报价方案等投标文件一起提交 

6 评分表 

评审团在提案述标阶段使用，评审团采用评分

表中的指标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分，按照得分

高低选择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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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报价方案 

投标人名称:___________ 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序 产品名称 
单

位 
数量 材质 工艺 规格 

原产地和 

制造商名称 
品牌 

竞标报价 附：市场价 

税率 
单价（含

税） 
小计 批发价 零售价 

1   60000           

2   60000           

3   60000           

4   60000           

5   60000           

6   60000           

7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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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0000           

9   60000           

10   60000           

11   60000           

12   60000           

13   60000           

合计：     元/个，（税后价，含运至最终地的物流费用）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盖章):                     

 

1.此表为对产品性能、参数的综合性描述，投标人可依实际情况对表格进行调整，但内容不可删减； 

2.报价表即指各包裹下物品的分项价格。 

3.棉衣需要报内里、面料等成分。 

4.棉鞋需要报内里成分、面料成分。 

5.以上所有产品需符合儿童使用标准，壹基金将会对温暖包内物品送广东省质检部门进行抽检。 

6.如果不提供此说明一览表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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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壹基金温暖包供货及检测方案 

 

壹基金温暖包供货及检测方案 

投标人  

供货周期 

供货方案 
请简要描述完成15000个温暖包的供货方案 

 

供货时间表 
请提供各供货时间段内的相应供货数量 

 

质量检测 

生产质量检测方案 

请简要说明可操作的生产质量检测方案 

检测要点：无残次品、无异味、符合儿童使用标准 

 

组装质量检测方案 

请简要说明可操作的组装质量检测方案，要点：包裹内

单品齐全 

 

验货方案 

请简要说明可操作的验货方案 

说明要点：验货流程、抽检率、不合格率、相应问题及

解决方案 

 

相关报告 

是否提供能给出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是     □否 

是否能提供产品质量检验标准 

□是     □否 

是否能提供验货标准（需包含“技术要求、外观、做工

要求、手感、标志、型号规格”这几项内容的标准） 

□是     □否 

说明：以上材料可随投标材料同时递交，若无可在述标

时提交 

退换货 

退换货方案 

温暖包的受益对象为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一旦某个孩

子收到的包裹为残次品，对这个孩子而言是极大的伤

害，且受益地区偏远，请就以上情况给出退换货方案 

 

预案 

请根据自身经验，描述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并提出应

对措施 

 

产品 外包装设计稿 

温暖包外包装既能满足收纳所有单品的功能，同时也是

送给受益人的礼物，请根据要求进行简要设计，附样图 

最好是随材料同时提交，若无可在述标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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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是否有更优的产品组合方案 

若有，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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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公司资质文件要求 

1、 通过年检的法人营业执照的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2、 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3、 本年有效期内的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4、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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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评分标准 

评选项目 评选内容 分类等级 分值 

供货方案 

（20分） 

供货周期 

（0-5分） 

能一次性完成全部供货 4-5分 

分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供货 1-3分 

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供货 0分 

供货能力 

（0-5分） 

能完成全部产品供货、有完成后续订单能力* 4-5分 

能完成全部产品供货、无完成后续订单能力 1-3分 

只能完成部分产品供货 0分 

服务质量 

（0-2分） 

退换货服务方案*合理、人性化、可操作 2分 

退换货服务方案不太合理 1分 

无退换货服务方案 0分 

产品组装能力 

（0-3分） 

可以在一个场地完成产品组装 3分 

产品需分包组装，视分包情况打分 1-2分 

无法完成产品组装 0分 

物流情况 

（0-5分） 

自有物流系统及仓储地，并能到达省级、地级

市及以下 
4-5分 

依托外部物流公司，能租用其他仓储地，并能

到达省级及以下 
1-3分 

无 0分 

企业实力 

（10分） 

注册资本 

（0-5分）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以上 5分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以上 3-4分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以上 1-2分 

大型项目 

合作经验 

（0-5分） 

视与其他大型项目（类似项目）合作的次数、

规模等进行打分 
0-5分 

产品 

综合性 

评价 

（65分） 

品牌总体知名

度 

0-5分 

包裹内各单品除指定品牌外，衣服和鞋子都是

品牌的 
4-5分 

包裹内各单品除指定品牌外，衣服和或鞋子是

品牌 
2-3分 

包裹内各单品除指定品牌外，衣服和鞋子都不

是品牌 
1-2分 

产品综合评审

（根据样品） 

0-15分 

样品齐全，所有产品质量超过产品清单所列标

准，手感好，结实，外观精美，有拓展功能 
10-15分 

样品齐全，手感好，所有产品质量达到产品清

单所列标准 
6-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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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项目 评选内容 分类等级 分值 

样品齐全，部分产品质量达到产品清单所列标

准 
1-5分 

 样品不齐全 0分 

商务标 

0-30分 

最低报价为满分 30 分，以最低报价为基准，报价每高出 1%

扣 1分，最低分为零分。 

产品质量保证 

0-10分 

产品质量检验方案（指包含产品质量检验报

告、产品质量检验标准、验货方案，以下同）

齐全、合理、可操作性强 

6-10分 

产品质量检验方案较齐全、较合理、可操作性

不太强 
1-5分 

无具有可操作性的产品质量检验方案 0分 

产品外包装设

计 

（0-5分） 

既满足收纳功能，且符合儿童友好原则、符合

壹基金 VI基本要求 
4-5分 

既满足收纳功能，符合壹基金 VI 基本要求 2-3分 

仅有收纳功能 1分 

无外包装 0分 

其他 

（5分） 

增值服务 

0-5分 

提供详细的增值服务方案且具有可行性 3-5分 

方案相对详细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 1-2分 

无增值服务方案 0分 

合计  100 分 

 

后续订单能力*：20天内完成 5000套壹基金温暖包 

退换货方案*：需符合壹基金温暖包的“受益地区在偏远地区”、“受益人为困境儿

童”这两个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