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2016 年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2016 年当年政府采购预

算指标 369 万，其中 7.80 万元为财政资金采购，其余为自

筹资金采购。截止到 2016 年 11 月 20 日已实施采购 61.09

万元。 

 

附：1、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16 年已执行采

购清单 

    2、各项采购合同和供货通知书 

 

 

 

 

 

 

 

 

 

 

 

 

 

 

 

 

 

 

 

 



 

附一、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16 年已执行采购清单 

项目名称 型号 
数

量
总价 采购方式 中标结果 

资金

来源 

1P 单冷壁挂

空调 

格力 

KFR-26GW/(26592)NhA

a-3 品悦定频冷暖挂

机 大 1P  

2 4654.06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

限公司 

自筹

资金 

激光打印机 

惠普 M202dw 黑白激

光打印机(C6N21A) A4 

（有线网络、无线网

络、双面） 

1 1859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

限公司 

自筹

资金 

打印一体机 

惠普（HP） LaserJet 

Pro MFP M128fn 一体机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

真） 

1 1889.99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

公司 

自筹

资金 

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50s(20BXA00SCD)14

英寸笔记本 i5-5200U 

4G 180GSSD Win8.1 

1 7274.03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市苏宁云商销

售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260 

(20F6A007CD) 12.5 英

寸超薄笔记本电脑

（i5-6200U 8G 192G 

SSD Win7 3 芯+3 芯电

池） 

3 23997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

公司 

自筹

资金 

投影仪 

索尼（SONY） 

VPL-F500X ★工程型

投影机 

1 19850.08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市苏宁云商销

售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二匹天花空

调机 

格力 

KF-50TW/(5036)Aa-3 

单冷定频天花机 2P 

220V  

1 6999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

限公司 

自筹

资金 

投影仪 
索尼(SONY) VPL-CH373 

★高清安装型投影机 
2 39998.92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市苏宁云商销

售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3 匹天花冷暖

空调机 

格力 

KF-72TW/(7236S)Aa-3 

单冷定频天花机 3P 

5 43995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

限公司 

自筹

资金 

1 匹空调机 

格力(Gree) 品悦 1 匹 

单冷 定频 分体式空

调 (白色) 

KF-26GW/(26392)NhAa

10 18330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附二、各项采购合同和供货通知书 

-3(2 件) 

手提电脑 

ThinkPad X260 

(20F6A007CD) 12.5 英

寸超薄笔记本电脑

（i5-6200U 8G 192G 

SSD Win7 3 芯+3 芯电

池） 

1 7999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

公司 

自筹

资金 

传真机 

松下（Panasonic）

KX-FL333CN 黑白激光

传真机（白色） 

1 1399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

公司 

自筹

资金 

激光打印机 
惠普（HP）LaserJet Pro 

M202dw 激光打印机 
3 5340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

公司 

自筹

资金 

台式计算机 

戴尔（Dell） OptiPlex 

5040 MT 台式电脑

（i5-6200U/4GB/1TB/

DVD/2G独显/24寸显示

器/三年服务） 

15 89700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台式计算机 

联想 商用台式电脑 

启天 M4600 -N000

（23"/ i5-6500/4G/1T 

HD+8GB SSD 2.5" SATA3

硬盘/DVD-RW） 

13 77870
公开招标（网上

商城）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 

财政

资金 

服务器 
联想

ThinkserverRD650 
3 174800 竞价采购 

深圳市裕华盈峰科

技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交换机 
华为

S5720-56PC-EI-AC 
2 28816 竞价采购 

深圳市联特微电脑

信息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自筹

资金 

投影仪竞价 爱普生 CB-4950WU 1 33500 竞价采购 
深圳市高能量实业

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机柜 图腾（TOTEN）G28242 1 8200 自行采购 
深圳市图腾通讯科

技有限公司 

自筹

资金 

无人机 大疆“悟”一套 1 14436 自行采购 
大疆创新深圳市欢

乐海岸旗舰店 

自筹

资金 

合计 610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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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81593 3.0 200,000.01 174800.0 

( )

ThinkserverRD650 3.0 17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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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5489264 1.0 40,000.00 33500.0 

( )

EPSON CB-4950WU 1.0 33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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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 SZCG201613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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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4794858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市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大厦 供应商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 7号半岛大厦 3楼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张闻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82396724/15986683001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16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4795114
索尼(SONY)

VPL-CH373 ★高
清安装型投影机

40000 19999.46 2 39998.92

金额大写 叁万玖仟玖佰玖拾捌元玖角贰分 合计（元） 39998.92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7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4619443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市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大厦 供应商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 7号半岛大厦 3楼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张闻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82396724/15986683001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18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4620595
索尼（SONY）

VPL-F500X ★工程
型投影机

20000 19850.08 1 19850.08

金额大写 壹万玖仟捌佰伍拾元零捌分 合计（元） 19850.08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7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4791038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大厦 供应商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99号振华大厦四楼顺

电总部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舒加林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82195716/13632818720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05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4790673

戴尔（Dell）
OptiPlex 5040

MT台式电脑（i5-
6200U/4GB/1TB/
DVD/2G独显/24
寸显示器/三年服

务）

90000 5980 15 89700.00

金额大写 捌万玖仟柒佰元整 合计（元） 89700.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7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3437059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99 号振华大厦四楼

顺电总部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舒加林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82195716/13632818720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01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3437060

联想 商用台式电
脑 启天M4600
-N000（23"/ i5-

6500/4G/1T
HD+8GB SSD
2.5" SATA3 硬
盘/DVD-RW）

联想 Lenovo 78000 5990 13 77870.00

金额大写 柒万柒仟捌佰柒拾元整 合计（元） 77870.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8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4137384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374号之 2瑞安广州

中心 7楼 8楼全层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陈雯雯

电话 82470963 电话 /17098992253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09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4136536

ThinkPad X260
(20F6A007CD) 12.5
英寸超薄笔记本电脑
（i5-6200U 8G

192G SSD Win7 3
芯+3芯电池）

ThinkPad 8000 7999 1 7999.00

金额大写 柒仟玖佰玖拾玖元整 合计（元） 7999.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8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3889046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374号之 2瑞安广州中

心 7楼 8楼全层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陈雯雯

电话 82470963 电话 /17098992253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06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3888417

惠普
（HP）LaserJet

Pro M202dw激光
打印机

惠普（HP） 6000 1780 3 5340.00

金额大写 伍仟叁佰肆拾元整 合计（元） 5340.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8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4682529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国贸商住大厦
12ABGH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贾春波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

22169681/25027011/18033078781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26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4681783

惠普 M202dw 黑
白激光打印机
(C6N21A) A4

（有线网络、无线
网络、双面）

惠普/HP 2000 1859 1 1859.00

金额大写 壹仟捌佰伍拾玖元整 合计（元） 1859.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7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3656181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国贸商住大厦
12ABGH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贾春波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

22169681/25027011/18033078781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17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3656180

格力 KF-50TW/
(5036)Aa-3 单冷
定频天花机 2P

220V 

7000 6999 1 6999.00

金额大写 陆仟玖佰玖拾玖元整 合计（元） 6999.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8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4614208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374 号之 2瑞安广州中

心 7 楼 8楼全层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陈雯雯

电话 82470963 电话 /17098992253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25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4613388

惠普（HP）
LaserJet Pro MFP
M128fn 一体机

（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

惠普（HP） 2000 1889.99 1 1889.99

金额大写 壹仟捌佰捌拾玖元玖角玖分 合计（元） 1889.99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7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3413580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374 号之 2 瑞安广州

中心 7楼 8 楼全层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陈雯雯

电话 82470963 电话 /17098992253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08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3413581

松下
（Panasonic）KX-
FL333CN 黑白激光
传真机（白色） 

松下
（Panasonic）

1400 1399 1 1399.00

金额大写 壹仟叁佰玖拾玖元整 合计（元） 1399.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8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4158577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374号之 2瑞安广州

中心 7楼 8楼全层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陈雯雯

电话 82470963 电话 /17098992253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19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4157724

ThinkPad X260
(20F6A007CD) 12.5
英寸超薄笔记本电脑
（i5-6200U 8G

192G SSD Win7 3
芯+3芯电池）

ThinkPad 24000 7999 3 23997.00

金额大写 贰万叁仟玖佰玖拾柒元整 合计（元） 23997.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7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6417976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市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 7号半岛大厦 3 楼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张闻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82396724/15986683001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24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6417557

ThinkPad
T450s(20BXA00SC
D)14 英寸笔记本 i5-

5200U 4G
180GSSD Win8.1

ThinkPad 8000 7274.03 1 7274.03

金额大写 柒仟贰佰柒拾肆元零叁分 合计（元） 7274.03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6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3566426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国贸商住大厦
12ABGH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贾春波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

22169681/25027011/18033078781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12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3565824
格力 KF-72TW/
(7236S)Aa-3 单
冷定频天花机 3P 

45000 8799 5 43995.00

金额大写 肆万叁仟玖佰玖拾伍元整 合计（元） 43995.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8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3414888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99 号振华大厦四楼

顺电总部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舒加林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82195716/13632818720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11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3414889

格力(Gree) 品悦
1 匹 单冷 定频
分体式空调 (白
色) KF-26GW/
(26392)NhAa-

3(2 件)

格力 26000 1833 10 18330.00

金额大写 壹万捌仟叁佰叁拾元整 合计（元） 18330.00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8



深圳市政府采购商场供货通知书

申报书编号：35075845 申报日期：

采购单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供应商 深圳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地址 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供应商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国贸商住大厦
12ABGH

联系人 胡剑伟 联系人 贾春波

电话 82470963 电话
0755-

22169681/25027011/18033078781

计划编号 PLAN-2016-059001-000051

采购条目号 商品 品牌 型号 预算金额
政府

采购价(元) 数量 小计（元）

35076599

格力 KFR-26GW/
(26592)NhAa-3
品悦定频冷暖挂机

大 1P 

5300 2327.03 2 4654.06

金额大写 肆仟陆佰伍拾肆元零陆分 合计（元） 4654.06

深圳市 打印时间2016/11/23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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