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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编写 

一、下载标书文件 

在交易系统中下载的标书文件如图 

 

二、解压标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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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后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三、标书文件夹构成 

下载的招标文件中包含 2 个文件：数据文件（Excel） 、招标文件（W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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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标文件编写 

1、投标数据文件（Excel） 

投标数据文件，其内部有已约定好固定格式和相关内容，且带有特定的唯一

性数字指纹，需严格按照提示认真填写数据，窜改、删除 sheet 标签、行、列以

及文件另存，都会破坏本文件中的数字指纹，导致系统无法接收该文件使其响应

失败，由以上操作导致的废标、落标结果自负。投标数据文件根据业务不同，会

出现不同的 4 个或 5 个 sheet 标签，分别为 B01 投标一览表，B02 明细报价表，

B03 需求响应表，B04 评审对照表，B05 评分对照表，如下： 

1）B01 投标（报价）一览表 

 

填写包段投标的相关说明等信息，带“*”的为必填项。填写说明如下： 

投标总价：不可修改，excel 自动计算明细报价表的报价总和； 

交付期：货物交付周期。例如“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容不得超过 100

个汉字或字符； 

质保期：货物保质期。例如“合同签订后三年”，内容不得超过 100 个汉字或

字符； 

交付地点：投标产品的交付地点，文件默认“采购文件所要求的地点”，可自

行修改，内容不得超过 100 个汉字或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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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说明：可对本次投标的一些情况在此说明，内容不得超过 1000 个汉字

或字符。 

2）B02 报价明细表 

  

左侧为报价清单需求，列出的需要报价的商品名称、数量和采购需求，右侧

为报价输入填写区域，需要针对每个清单进行报价，在每项填写中，鼠标放在上

面，提示填写信息。 

 

产品型号：报价商品的品牌+系列+型号，内容长度不得超过 200 个汉字或

字符，如应标商品是节能或环保商品，应填写节能、环保证书上的商品型号，以

便系统自动进行匹配，不一致可能会被认为不在节能环保清单中而影响您的投

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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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报价商品的生产地国家的简称，内容长度不得超过 8 个汉字； 

单价：报价商品的单个数量的价格，金额单位为“元”，金额必须大于 0，小

于 10,000,000,000，数据精度为小数点后 3 位；（须详细核对单价和数量，避免

填写错误，导致总价超过预算价而废标） 

合价：根据数量以及填写的单价自动计算，不需要手动填写； 

企业优惠：如果报价产品生产企业为小微、监狱或残疾人企业可以在企业优

惠中进行申报，经评审专家判定符合后会给予加分或价格扣减。 

 

3）B03 需求响应表 

 

如有此标签请如实填写报价商品的详细规格参数，此数据将直接写入采购合

同中，简单拷贝采购需求中的文字极可能被专家判定为不合格标，照此数据也将

无法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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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选择响应需求与采购区域的差别，高于采购需求选择“正偏离”，等于

采购需求为“无偏离”，低于采购需求为“负偏离”； 

偏离说明：存在偏离时请说明偏离的具体内容，内容长度不得超过 1024 个

汉字或字符。 

4）B04 评审对照表 

 

左侧白色区域为包段的评审标准，右侧蓝色区域为标书页码索引录入区域。

对照标书文件，输入评审要求响应内容在标书中的自然页码（从封面第一页开始

计算）范围，评委在评标时可直接定位到响应内容，不准确的填写可能导致评委

无法找到内容而影响到评审结果。 

5）B05 评分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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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白色区域为包段的评分标准，右侧蓝色区域为标书页码索引录入区域。

对照标书文件，输入评分标准响应内容在标书中的自然页码（从封面第一页开始

计算）范围，评委在评标时可直接定位到响应内容，不准确的填写可能导致评委

无法找到内容而影响到评分结果。 

  注意事项 

1、Excel 表不能进行，窜改、删除 sheet 标签、行、列以及文件另存，都会破

坏本文件中的数字指纹，导致系统无法接收该文件使其响应失败，由以上操作导

致的废标、落标结果自负。 

2、投标总价：不可修改，excel 自动计算明细报价表的报价总和； 

3、节能环保证书编号和商品型号按节能环保证书上一致，如填写不一致，导致

匹配不成功，被认定不在节能环保清单中而影响您的投标 

4、如果报价产品生产企业为小微、监狱或残疾人企业可以在企业优惠中进行申

报，经评审专家判定符合后会给予加分或价格扣减。 

2、标书文件（word） 
1) 投标人应按各项目招标文件中提供的招标文件进行详细的阅读。 

2) 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投标文件编写格式进入编写。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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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1) 使用“WORD”中 A4 规格编制。 

2) 投标文件应编写目录，具有结构清晰的文档结构图（打开 word 视图中的“文

档结构图”后能看到详细章节），页码连续。 

3)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所提供的各种证明文件必须真实且合法有效,经扫

描后粘贴到投标文件的相关页面， 

4) 为确保系统电子化处理效率，在保证可辨认清晰度情况下扫描时应尽量降低

扫描分辨率，输出为 jpg 文件格式，以减少成稿文件的大小。对于以文字为主的

文件扫描，建议最高 200DPI；对于图片为主且颜色丰富的文件，建议最高 300DPI

（DPI 是指每英寸的像素，也就是扫描精度。）。 

5) 为确保系统整体效率，系统对所投递的电子文件有大小的限制，因此，投标

人应尽可能降低本文件的大小，小尺寸投标文件将使递交更快捷、减少差错发生

几率，避免投标截止时间前未能完整上传文件。 

6) 投标人应确保投标文件的内容已充分覆盖了“数据文件”中《评审对照表》和

《评分对照表(如有)》中的各项要求，并准确将对应的起止页码填写到数据文件

《评审对照表》、《评分对照表》表格中每项后的起始页码和终止页码栏位上。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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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签章 

当您投标文件编写完成后，需要上传进行电子签章，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交易管理菜单下的「文件签章」菜单，进入签章界面如下图： 

 

一、数据签章 

选择数据签章标签，点击 按钮，选择编辑好的本地 excel 投标数据文件。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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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移至表格合适位置盖公章，如下图： 

 

签章结束后需点击 按钮对文件重新命名并保存新文件。如若修改信息，

可在原文件作修改并重新签章提交。 

注意事项 

1) 盖章后鼠标可移动到盖章处，拖动鼠标可将盖章拖拽到合适位置。 

2) 如果忘记盖章，在上传 excel 投标数据文件时，系统会检测当前文件是

否按要求盖足模版所要求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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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文件和投标文件盖章保存后，不能再进行修改。 

二、 标书签章 

点击“标书签章”标签，切换至标书签章界面，点击按钮，选择 已经编辑

好 word 标书文件，如下图： 

 

 

选择右上角 按钮，移至表格合适位置依次盖公章。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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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点击界面右上方的 批量盖章按钮，会弹出确定盖章类型的界面，如

下图： 

 

2) 在输入框位置我们可以填写“盖章”，“签字”等文字进行匹配式盖章，以减少

繁琐的重复操作。 

3) 此功能仅方便工作，批量盖章结束后，需要您反复确认是否盖全。 

4) 签章结束后，需点击 按钮将 word 标书文件转换为 PDF 文件进行投

标时备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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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管理 

一、 投标 

当您需要查看本单位处于投标中的项目时，可在本菜单下操作： 

点击投标管理菜单，进入投标管理页面，如下图： 

 

点击“投标”按钮，进入投标页面，如下图： 

 

请在密码输入区域输入加密密码。（注：请您记好密码以备开标解密时使用，

如果忘记将不能正常解密，直接影响您投标的结果） 

在点击包段列表中的“上传”按钮，进入投标文件上传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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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上传数据文件和标书文件后，可先点击“递交检测”按钮，系统可对上传

的数据文件和标书文件进行数据检测，如果无问题会返回以下信息，用户可以进

行正式文件的上传递交。如下图： 

 

测试完成后，可重新点击“上传”按钮，将数据文件和标书文件进行上传并点

击“正式递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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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投递文件有误，可以点击投标列表中的“删除”按钮对投递的文件进行删

除，此时“删除”按钮会自动变为“上传”、数据文件和标书文件列变为“未提供”用户

可以重新投递文件，如下图： 

 

依次上传需要投标的包段后，在下方输入需要出席开标的人员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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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点击“投标”按钮即可完成投标的操作。 

二、 管理 

投标后，在投标截止之前，如需更改投标文件，请点击列表中的“管理”按钮，

进入投标变更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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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更授权代表 

如需变更投标授权代表，点击 ，弹出变更页面，修改信息，点击“保

存”按钮。如下图： 

 

2、撤回投标 

如果您需要更改某个包段的投标文件，点击列表中的“全部撤回”按钮，系统

弹出操作提示框，如下图: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撤回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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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投标回执 

点击“投标回执”按钮，弹出下载框，点击保存，将文件保存至电脑中，文件

内容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