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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壹乐园（第一期）儿童游乐设施采购公告 

一、背景介绍 

壹乐园计划是壹基金发起的公益计划之一。该计划的设立，旨在为了回应灾区和贫困

山区儿童身心健康、全面成长的需求。借助壹乐园儿童游乐设备、游戏培训的项目内容和

手法，让灾区儿童通过游戏缓解灾后心理压力，让贫困山区儿童通过游戏活动丰富儿童的

童年生活，进而影响儿童日后的全面发展。 

二、具体要求 

壹乐园儿童游乐设施总体设计要求：耐磨、耐用、结实、安全性能高、整齐美观，功

能多样，游戏难易程度有梯度，能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使用，使儿童能在游乐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 

数量：2015年采购 92_套儿童游乐设备，92套设备将运输到中西部贫困山区及受灾学

校。（具体名单在运输前确定） 

1.硬件内容及功能：悬浮式地垫 150M
2
， 跷跷板 2套，综合攀爬架一套(含 120cm 平台

高度筒滑，120cm 厘米平台高度双滑，体能攀登架，塑料攀岩架，塑料攀岩墙，云梯，钻圈

等)，转椅一个以上，梅花吊桩晃桥一个，梅花桩座椅三个以上，双人秋千一个，不锈钢宣

传牌、不锈钢告示牌各 1个、不锈钢壹基金椭圆形 logo 牌 5个以上，配备维修工具一套以

上，产品安全使用教育手册一份。壹乐园所含硬件总体面积 150m
2
 产品适用 6-12岁儿童使

用，能够体现儿童抓、爬、钻、挂等喜爱动作设计。 

 2.壹乐园硬件规格及功能要求明细清单 ： 

2.1悬浮式地垫 高密度橡胶料 33×33×1.3cm软垫，150cm
2 
 

2.2跷跷板 220*46*75cm，座位两人以上，两条弹簧底座。 

2.3综合攀爬架：1400*720*400cm, 含 120cm 平台高度筒滑，120cm 厘米平台高度双滑，

塑料钻筒，体能攀登架，塑料攀岩架，塑料攀岩墙，云梯架，塑料钻圈. 体能攀爬架边缘

需用橡胶套覆盖，安全美观。塑料攀登架四排，材质为进口工程塑料，可供四人比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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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攀岩墙，材质为进口工程塑料。塑料钻圈，材质进口工程塑料，四个以上，采用钢丝

绳固定。 

2.4转椅 Φ180*170cm，可供六人以上使用。 

2.5梅花吊桩晃桥， 216*100*180cm，10位以上，吊桩采用进口工程塑料材质，吊桩

底部用钢管固定。 

2.6 梅花桩座椅，三个以上，进口工程塑料材质。 

2.7 双人秋千，尺寸：260*100*220cm, U 型座椅，进口工程塑料。秋千链为不锈钢材

质。秋千座椅需具有背靠，以防学生玩耍时脱落。 

2.8不锈钢宣传牌：100×80*150cm 

2.9不锈钢告示牌：80*50cm 

2.10不锈钢壹基金椭圆形 logo 牌 5个 直径 15cm  

2.11额外配备易损配件：10条钻圈连接绳扣，秋千安全锁扣 6个，安全地垫 12 块，

不锈钢紧固螺丝 10套。 

2.12 产品安全使用教育手册，用示意图说明安全使用每个配件设备的使用方法，警示

不正确使用情况。 

以上要求进口塑料材质，投标单位需提供该进口材质的相关报关信息，或者其他能证

明其为进口材料的佐证，以便不时之需 

3.硬件材质要求 

3.1儿童游乐设备支柱材质：采用 Φ120mm 和Φ114mm 国标镀锌管，厚度 2.5mm，整体

加工后经特殊工艺除锈，抛砂。表面处理：室外聚脂系（polyesr/TGIC system）树脂粉体

涂装烤漆，高温固化，表面光滑，抗紫外线，色彩鲜艳，不易脱落。 

3.2平台材质：厚度 2.0 和 2.5 高强度冷轧钢板冲孔，经特殊工艺处理表面显微波浪

状，安全美观防滑性好。 表面处理：A、防滑型塑胶披覆 B、树脂烤漆  

3.3儿童游乐设备钢管配件材质：外径 28/32/38/48/60/厚度 2.5mm 焊管表面处理：室

外聚脂系（polyesr/TGIC system）树脂粉体涂装烤漆。  

3.4塑料件材质：进口食品级有色塑料，滑梯类厚：10mm ,其它类厚：5mm 低密度聚

乙烯添加抗紫外线稳定剂及静电防止剂，强度大，表面光滑，安全环保，耐候性好，不易

褪色。 表面处理：模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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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柱盖材质：铸铝合金 表面处理：室外聚脂系（polyesr/TGIC system）树脂粉体

涂装烤漆  

3.6五金零件材质：316 不锈钢半圆头，T型平头螺丝表面处理：机械抛光  

3.7儿童游乐设备扣件材质：扣件采用不锈钢螺丝连接，并对扣与柱接接触点加以橡

胶垫块，及机米紧固螺丝，更增强其安全性。 

3.8秋千链：不锈钢链条。 

3.9钢丝绳端部应有安全的包裹，若有断丝应及时更换,钢丝绳外部需有柔软防滑材料

包裹。攀爬架绳（网）应由生产厂提供生产许可证和承载指标。不准使用由聚乙烯和聚丙

烯抽丝制成的绳索。钢丝绳符合国家标准 GB8918-1996 

4.技术要求 

1.结构 

a产品应有无可触及的锐利边缘。螺钉或类似紧固件，其尖端应不可触及。各紧固可

触及部分  

b不得有毛刺，沉头螺钉的头部不得突出于产品外表面，平头或圆头螺钉应有适当的

沉孔。突出的螺栓必须将过长部分切除，并用螺帽永久遮盖。产品表面不得有各类可能钓

住儿童衣物的突出物。游乐区内应避免形成小于 50度的尖角，以免卡住或钩住儿童衣物。 

c两个钢制部件结合部位用柱销联接时，必须采取防止松动和脱落的措施。产品的地

脚螺栓，必须采取防止松动的措施。若产品的构件是用铰链联接，且装配好的边缘之间有

间隙，则不论构件处于什么位置，这一间隙应小于 5 mm 或大于 12mm。  

d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儿童可触及的链环之间形成的活动间隙不应大于 8mm，以免夹

伤儿童手指。  

e在放松状态相邻两圈的间隙大于 3mm 压簧，和在 40N 张力下相邻两圈间隙大于 3mm

的拉簧，均应加以防护以使儿童不能触及。  

f产品上任何“踏足点”离地面不可超过 3M，用作攀爬架的游戏架离地不超过 4M。离

地高度大于 2M 时，应有互相独立的进口和出口，设置在设施?不同侧面，且不能被关闭。

任何需要通过的孔洞内径不小于 500mm。  

g相邻“踏足点”之间的垂直距离不能超过 500mm，以免使用者踏空下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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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攀爬架的每根横杠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500mm。  

i游戏平台高度超过 1M，梯子的扶手和安全护拦高度必须在≥800mm，平台高度超过

2M，则护拦高度必须≥1000mm。栅拦的间隙和距离平台的间隙不大于 120mm。 

   j绳索悬空高度在 2M以下时，须与其它游乐设施保持至少 600mm 距离。若绳索空高度

在 2M至 4M时，则须保持至少 1M间距。  

k除游乐设施规定的安全区域外，应保证游乐设施组合的安全距离。每套独立功能的

游戏架之间至少应有 1.5M 的距离。组合件之间形成的空隙必须小于 120mm 或大于 200mm，

但在离地 600mm 或以上的高台，两个组件所形成的空隙只能小于 120mm。 l进出口为斜坡

时，坡度不大于 1：6(约 9.5度)，并应设有防滑花纹。滑梯斜度不在此例。  

5.设计要求 

a宣传牌体现壹基金 logo 

b有专门的椭圆形壹基金 logo 

c 滑梯门板用有机玻璃按照壹基金 logo定做 

6.产品标识和使用说明 

6.1  产品应在显著部位标明产品名称、型号、出厂日期、编号、制造厂名、厂址； 

6.2  产品应根据需要在显著位置注明警示标记，内容如下： 

6.2.1 适宜游戏的儿童年龄范围（必要）； 

6.2.2 是否要在成年人监护下使用； 

6.2.3 有必要限制游戏人数的游乐设施应规定允许同时参加游戏的人数（定员）； 

6.2.4 游戏时容易发生危险的内容或项目警示； 

6.3  产品应附详尽的使用说明书，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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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产品名称，示意图（效果图或照片），使用功能的介绍； 

6.3.2本标准 6.2条规定的警示内容； 

6.3.3安装要求（基础施工要求铁件主立柱全部预埋），安装方法，使用前的验收要

求； 

6.3.4保养要求，保养周期，保养工作内容，保养后的检验要求； 

6.3.5强制使用寿命的规定（视必要）； 

6.3.6日常管理维护要求； 

6.3.7制造厂名，厂址，保养部门地址、电话； 

6.3.8产品应附使用记录，故障登记和维修记录本，质量反馈联系卡，便于使用者与

制造者，经销者之间进行联系沟通； 

6.3.9产品应附出厂合格证，注明出厂日期，编号，检验员工号及厂名，厂址； 

三、价格： 

报价价格包含设计，设备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及验收合格之前及保修期与

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四、交货事项 

1.合同签订后 40天之内完成备货，请各投标商充分考虑我基金所投放的壹乐园所在的

地区均为偏远山区学校，运输条件及施工条件较差，且投放地点分散。 

2.设备的包装应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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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维修及售后 

供应商的质量保证期为 36个月。在货物交付后 36 个月内出现任何问题，供应商应自

费保换及保修，并且在接到通知后两个日历天内派人维修并在 5个日历天内维修更换完毕

自费保换及保修。 

     六、供应商资质要求 

1.投标供应商应合法独立注册，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万人民币（不含 1000万人民币）； 

2.投标商属于国家体育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定点检验单位； 

3.投标供应商具有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认证； 

4.投标供应商应是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会员单位或者玩具协会会员单位； 

5.投标供应商具有中国质量信用企业证书； 

6.投标供应商近 3年来有从事过类似项目者优先； 

7.投标供应商有 GS认证证书； 

8.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具有第三方省级或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有效检验

报告，要求投标供应商的检验报告的时间日期应是最新一期的报告，最好能对本批次做检

验； 

9.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信誉、商业道德及售后服务能力，没有发生

重大经济纠纷及走私犯罪记录的； 

10.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其中，1-5、7-10项为必须满足的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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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标文件及报价提交截至时间： 

1、答疑 

答疑方式：电话答疑、邮件答疑 

（1）电话答疑 

 答疑时间：即日起至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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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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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标壹基金儿童水杯。 

2、投标 

（1）截止时间：2014 年 4月 24日下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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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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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 

 我机构将组织评审团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所提交的方案进行评选。 

（4）中标结果公布时间：2014年 4月 30日 24时前； 

（ 5 ） 中 标 结 果 公 示 期 ：（ 5 月 1 日 — 8 日 ）： 壹 基 金 官 方 网 站 ：

http://www.onefoundation.cn/ 

（6）发放中标通知书时间：5月 11日 12时前。 

八、壹基金联系人：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邮箱：hewei@one-foundation.com 

mailto:hewei@one-foundation.com
mailto:gaojing@one-found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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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55-25339511 转 622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 号鸿昌大厦 55 层 

九、壹基金 logo 

 

十、壹乐园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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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供货及检测方案 

附件 4：公司资质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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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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供货及检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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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金游乐

设备 
套 92           

合计：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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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产品需符合儿童使用标准，壹基金将会对物品送广东省质检部门进行抽检。 

3.如果不提供此说明一览表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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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产品供货及检测方案 

 

产品供货及检测方案 

投标人  

供货周期 

供货方案 
请简要描述完成产品的供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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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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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出退换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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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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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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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