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含13%税
率单价
（元）

投标品牌

1 81280500034 棉线手套 七针手套/纯棉 双 1.60 七针/纯棉

2 80890102187 涤纶手套 十针涤纶/涤棉 双 1.20
十针/涤棉涤纶/涤

棉

3 81180500810 医用白胶手套 白色 双 0.80 白色医用白胶手套

4 81280500037 乳胶手套 手套 双 6.30 乳胶

5 80810200011 耐酸手套 东亚028 双 6.50 东亚028/耐酸

6 81280500036 防油手套 防油手套 双 1.40 ANSELL

7 81180500012 耐油手套 东亚801 双 6.80 东亚801/耐油

8 81480500851 耐油手套 东亚806 双 7.20 东亚806/耐油

9 80810200012 耐酸手套 耐酸手套 双 7.20 兰浪牌/耐酸

10 80980500030 长橡胶手套 长橡胶手套(31cm) 双 7.10 威碟牌

11 80810200013 长橡胶手套
长橡胶手套
~(45cm)

双 11.50 威碟牌

12 80580500048 浸塑长袖手套 东亚045 双 8.10 东亚045/浸塑

13 81280500033 防水连袖手套 东亚802 双 7.90 东亚802/防水

14 81280500039 防水围裙 防水/防刮 件 4.60 防水、防刮

15 81280500040 电焊围裙 焊接围裙 件 10.60 阻燃

16 80680500068 防雾眼镜/防尘眼镜 HONWELL(100100) 付 11.80
霍尼韦尔/防雾、

防尘

17 80980500019 防护眼镜~均码 3M1621AF 付 12.60 3M1621AF

18 81180500016 防静电服 防静电服 件 33.00 防静电

19 81180500827 短皮手套 短皮手套~25cm 双 8.40 阻燃、抗磨

20 80810200010 电焊手套 电焊手套~防护线 双 15.10 防火线/阻燃

21 80380500954 墨镜 树脂材料 片 9.00 ROCA/树脂

22 81580500090 墨镜 玻璃镜片材料 片 3.30 以勒/玻璃镜片

23 80903300017 手持面罩~加厚 加厚 件 10.60 新义牌/阻燃

24 80805200066 头戴式电焊面罩 电焊面罩 件 17.30 新义牌/阻燃

25 80810100010 雨鞋
长筒雨靴~帮高

40cm
双 35.00 防水

26 80810100013 雨鞋 耐酸碱~帮高35cm 双 43.30 金橡牌/耐酸碱

27 81280500064 雨衣 警用雨衣 件 56.00 雨凤凰/防水

备注

2021年上海基地劳保用品招投标清单
   根据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司采购运输管理中心关于上海基地生产辅材类物资招标公告精神，我方愿意对以下清单书面打印
作为标书进行竞标，并在投标前交齐叁万元投标保证金。如有违反招标公告各项条例，我方愿被招标方罚没所交叁万元投标保
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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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80980500060 雨衣 加厚 件 90.00 天堂牌(加厚)

29 80380501009 全身下水裤
100丝黄针织手套

全身
件 233.00 红诗雨/防渗漏

30 80890102331 白手套 氨纶手套~保卫 双 5.60 雪耳牌/氨纶手套

31 80380501070 耐油棉纱手套 均码 双 2.70 星宇/耐用

32 80805200071 电焊面罩（加边） 电焊面罩（加边） 件 19.30
新义牌/加护翼

（加边）

33 81207000674 脚盖 脚盖 双 6.70 防阻燃

34 81280500102 防水鞋套 均码 双 18.30 防水

35 80890102331 白手套 氨纶手套~保卫 双 5.80 雪耳牌/氨纶手套

36 80380501070 耐油棉纱手套 均码 双 2.70 耐用

37 81180508001
浸胶耐磨防滑轻薄

手套
均码 双 2.50

强生牌PU2002e/耐
磨防滑

注：1、投标方必须按照投标清单表格中内容规定填写，不得涂改。2、投标产品须满足招标方实际使用要求，投标品牌与招标
品牌不一致时，请注明推荐投标品牌。3、投标方投标价格不得高于拦标价，高于拦标价项视为无效项。4、投标方提供标书时
需一并提供所投标产品的样品实物，龙工将对所提供样品进行确认，投标方中标后龙工将对样品进行封样保管（合同执行完毕
后还返还样品），未中标所提供的样品及投标保证金龙工将招投标工作完成后返还投标方。5、解释权归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
司采购运输管理中心。

投标方（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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