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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天 奇 蒙 药 集 团

2021 年二季度药材采购招标计划

一、招标品种及质量要求：

二季度采购中药饮片明细及质量要求

（备注：所有药材、饮片执行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标准，要求所供货物中的植物类药材 33

种农残检测合格，个别药材项下重金属及农残检测合格。）

序号 品名 规格 产地 采购数量 质量要求 备注

1 黄芩 统货 内蒙古 5000

泛绿品不得过 2%。地上部分长度不得

过 2cm，不得过 10%。杂质不得过 2%。

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过 12%,

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2 黄芩 统货 内蒙古 6000

泛绿品不得过 2%。地上部分长度不得

过 2cm，不得过 10%。杂质不得过 2%。

无虫蛀、霉变。黄芩苷≥11.5%，药

材水分不得过 12%,各项符合《中国药

典》2020 年版规定。

3 大黄 统货 甘肃 10000

去外皮。直径约 6-9cm，黄棕色，灰

渣不得过 2%，杂质不得过 1%。无虫

蛀、霉变。大黄尾不得过 15%，各项

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4 地黄 统货 河南 5000

120-130 头/kg，大小相对均匀。无芦

头、生心、焦枯。杂质不得过 1%。无

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过 15%，

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新版药典增加

地黄苷 D含量

六位专用需重

金属检测合格

5 艾叶炭 统货 1500

无绿叶，无虫蛀、霉变。杂质不得过，

药材水分不得过 12%,各项符合《中国

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 陈皮 统货 浙江 5000

外表面橙红色或红棕色，变色不得过

4%，全黑者不得过 1%。气香。药渣不

得过 1%，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

霉变。水分不得过 13%。橙皮苷不得

少于 5%，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7 柴胡 统货
山西

陕西
5000

中部直径 0.4cm 以下的不得过 25%，

北柴胡，表面黑褐色或浅棕色，一年

生不得过 2%,不得有甘肃柴胡和藏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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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地上部分 2cm 以下。无虫蛀、霉

变，水分不得过 10%，其他各项符合

《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8 香附 统货 海南 6000

光香附，未蒸煮，直径0.4以上，0.4cm

以下不得过 10%，杂质不得过 1%。无

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过 13%，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非煮或非蒸货

优先

9 牵牛子 统货 内蒙 6000

白丑，颗粒饱满，种子表面淡黄白色，

无杂质。无皮壳、虫蛀、霉变。水分

不得过 8%，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10 黄柏 统货 四川 5000

带皮统货，厚度 1-6mm，不得含粗皮

（外皮部＞0.2cm）和变色黄柏，外

表面黄褐色或黄棕色，断面深黄色 。

无虫蛀、霉变、绿苔。枝皮不得过 10%，

药材水分 11%以内。其他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11 茯苓 统货 安徽 5000

不规则块状，白色，颜色相对均匀。

碎末不得过 3%。无虫蛀、霉变。药材

水分不得超过 18%，其他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12 赤芍 统货 内蒙古 5000

野生品种，直径 0.5 以上，0.5 以下

不得过 15%。断面粉白色或粉红色，

芦头、碎渣、杂质不得过 3%。无虫蛀、

霉变。药材水分 10%，，其他项符合

《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13 泽泻 统货 四川 7000

直径 2cm 以下不得过 2%，黄白色，粉

性。焦枯不得过 2%，杂质不得过 1%。

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 14%，其他

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修订含量检测项

目：含 23-乙酰泽

泻醇 B（C32H50O5）

和 23-乙酰泽泻

醇 C（C32H48O6） 的

总量不得少于

0.1% ，增加重金

属检测

14 甘草 个/片 内蒙古 5000

0.3cm 以上统货，外皮红色，断面黄

白色至淡黄色，变色不得过 2%，芦头

及杂质不得过 2%。无虫蛀、霉变。药

材水分 11%，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重金属、农残合

格

15 莪术 统货 广西 6000
断面黄棕色至棕色，姜黄不得过 1%，

1.5cm以下不得过1%，杂质不得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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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过 10%，

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16 桃仁 统货 内蒙 3000

山桃仁，颗粒饱满，黄棕色，带油性，

泛油品不得过 3%，碎瓣不得过 3%，

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水分

不得过 12%，不得掺有苦杏仁，其他

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新版药典增加

水分和重金属

项下检测

17 肉桂 统货 广西 6000

外表面灰棕色、内表面红棕色。内表

面划之显油痕，气香浓烈。碎渣、杂

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药材水

分 13%，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非桂碎

18 党参 统货 内蒙古 4500

药厂投料小条。断面变色不得过 5%。

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水

分不得过 16%），不得掺有头、尾。

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33 种农残需合

格

19 天花粉 统货 河北 5000

直径 1.5 以上，1.5cm 以下不得过 5%，

去外皮，黄白色或淡棕黄色。无角质

状。杂质不得过 2%。无虫蛀、霉变。

（药材水分不得过 13%），其他项符

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20 山药 统货 河南 3000

直径 1.5cm 以下不得过 10%，0.5cm

以下及死条子不得有，去粗皮。断面

白色，粉性。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

霉变。药材水分 12%，其他各项符合

《中国药典》2020 年版

重金属合格

21 乌药 统货 浙江 3000

粉质，切片 0.2-2mm，切面黄白色或

淡黄棕色，射线放射状，可见年轮环

纹，中心颜色较深，杂质不得过 1%，

碎渣不得过 2%，水分不得过 10%，不

得有质老、不呈纺锤状的直根，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22 木香 统货 云南 3000

1cm 以下不得过 1%，无泛油品，杂质

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药材水

分14%）木香内脂和去木香内脂4.0%，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新版药典含量

测定修订，需合

格

23 木通 统货 湖北 4000

直径 0.5cm 以上，相对均匀。灰渣不

得过 2%，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

霉变。药材水分不得过 10%，其他各

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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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金银花 统货 山东 3000

不得有山银花，枝杆、叶片不得过 3%，

绿白色，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

变。水分不得过 11%，其他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重金属检验需

合格，含测内控

为 2.4%

25 玄参 统货 河南 2000

去头，直径 1cm 以上，杂质不得过 1%。

无虫蛀、霉变。水分不得过 10%，其

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26 厚朴 统货 四川 2000

去粗皮，无虫蛀、霉变。（厚朴酚和

厚朴酚 4.0%），水分不得过 15%，其

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27 丹参 统货 山东 4000

单条直径：0.3-1cm，表面棕红色或

暗棕红色。杂质不得过 15%。不得有

塑料薄膜，无虫蛀、霉变。 （药材

水分不得过 13%）内控：丹酚酸

B≥3.0%，丹参酮类 ≥0.25%，丹参

素纳≥0.24%、儿茶醛≥0.03%，其他

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重金属检验需

合格

28 车前子 统货 内蒙古 2000

表面黄棕色至黑褐色，不得有杂质

（砂石），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

10%，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29 青皮 统货 浙江 3000

外皮面灰绿色或黑绿，无严重变色

品，不得有烂果，药渣不得过 1%，杂

质不得过 1%。无霉变、虫蛀。水分不

得过 11%，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30 豆蔻 统货 云南 3500

直径 0.8cm 以上，颗粒饱满，表面黄

白色至淡黄棕色，味浓，蔫籽、碎粒

不得过 2%，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

霉变。药材水分 12%，其他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31 山茱萸 统货 5000

表面紫红色至紫黑色，油润光泽。碎

渣不得过 2%，杂质（果核、果梗）不

得过 3%。无虫蛀、霉变。马钱苷含量

不得少于 0.75%，（原药材水分 16%）

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重金属需检验

合格、

32 胡黄连 统货 西藏 2000

杂质不得过 3%。碎渣不得过无虫蛀、

霉变。药材水分 12%以内。其他项符

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33 茺蔚子 统货 内蒙古 500

颗粒饱满，表面灰棕色至灰褐色，杂

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药材水

分 7%以内。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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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版规定。

34 夜明砂 统货 河北 800

不得含泥土，杂质、砂石不得过 3%。

无虫蛀、霉变。（原药材水分 15%）。

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35 郁金 统货 广西 2000

桂郁金（黄绿色），水分不得过 13%，

变色、杂质 2%以内，无虫蛀，其他各

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36 远志 统货 内蒙古 2500

直径 0.2cm 以上，0.2cm 以下不得过

10%，地上部分≤1cm，脱落的芯不得

过 1%，建议现用现买，无须根。杂质

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其他各项

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37 莱菔子 统货 内蒙古 2000

甘肃货，颗粒饱满，颗粒呈黄棕、红

棕、灰棕色，干瘪不得过 2%，杂质不

得过 1%。无虫蛀、霉变。水分不得过

8%，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38 密蒙花 统货 四川 1000

表面灰黄色或棕黄色，土、枝梗、杂

质不得过 3%，无虫蛀、霉变。药材水

分不得过 13%，其他各项符合《中国

药典》2020 年版规定。

39
紫花地

丁
统货 内蒙古 1000

全草，叶灰绿色，杂质不得过 3%。无

霉变、虫蛀。药材水分不得过 13%，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40 蝉蜕 统货 河南 1000

灰分不得过 35%，杂质不得过 1%。无

虫蛀、霉变。水分不得过 12.0%，其

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41
南蛇藤

果
统货 辽宁 200

枝杆、杂质不得过 5%。无虫蛀、霉变。

（药材水分 12%），其他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42 益母草 统货 内蒙 800

干燥地上部分，颜色灰绿色或黄绿

色。杂质不得过 2%。无虫蛀、霉变。

水分不得过 11%，其他各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农残需合格

43 火麻仁 统货 内蒙古 1500

去壳，颗粒饱满，表面灰绿色或灰黄

色，灰渣不得过 1%，杂质不得过 1%。

无虫蛀、霉变。不得有哈喇味（原药

材、饮片带内袋）水分不得过 10%，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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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五灵脂 统货 陕西 1000

无明显毛，碎粒不得过 1%。杂质不得

过 1%。无虫蛀、霉变。水分不得过

10%，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1990

年版及《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规

定。

45 檀香 统货 海南 700

棕黄色，挥发油不少于 3.0%气清香，

无虫蛀、霉变、杂质。水分不得过 11%，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46 肉豆蔻 统货 云南 1500

水试上浮不得过 30%，表面灰棕色或

灰黄色，富油性。气香浓烈。杂质不

得过 1%。无虫蛀、霉变。水分不得过

9%，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发霉不得过 15.0%

47 夏天无 统货 江西 1000

江西野生货，杂质及砂石 2%以内，无

虫蛀，水分不得过 12%，其他各项符

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48 续断 统货 四川 2000

为“发汗”货，断面白色不得有，断

面呈绿色。直径0.5cm以下不得过5%。

去根头、须根。带根头不得过 1%，杂

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水分不

得过 10%，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49 紫草 统货 新疆 1000

紫红色或紫褐色，杂质 5%以内，无虫

蛀、霉变。水分不得过 12%，其他各

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50 决明子 统货 河南 1500

不得有砂石，杂质不得过 0.5%。无虫

蛀、霉变。（原药材不得过 15%），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51 草果 统货 云南 600

购买草果，特异香气，出仁率不得少

于 55%，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

变。（饮片加内袋）药材水分不得过

10%,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

版规定。

52 吴茱萸 统货 江西 1500

表面暗黄绿色至褐色，气芳香浓郁，

开放果不得过 3%。枝杆、杂质不得过

3%。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

过 15%），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53 紫草茸 统货 云南 1500

含木材比例不得过 5%，（药材水分不

得过 10%），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

典》2020 年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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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枳实 统货 江西 1600

直径 0.5cm-2.5cm，整体果实 10%以

内，无特大个，无虫蛀、霉变。水分

不得过 12%，不得掺有小柚子，其他

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55 郁李仁 统货 山西 1000

颗粒饱满，浅棕色，带油性，大李仁，

碎瓣不得过 3%，变色品不得过 2%。

蔫籽不得过 1%，硬壳、杂质不得过

2%，无虫蛀、霉变。水分不得过 6%，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56 诃子 统货 云南 1200

金诃子，表面黄棕色或暗棕色，杂质

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水分不得

过 12%，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57 磁石 煅制 江苏 200

煅后货，要求性状符合煅磁石要求，

略带方形的不规则块状，灰黑色或棕

褐色，无杂质。药材水分不得过 13%，

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58 龙眼肉 统货 广西 600

肉厚约 0.1cm，棕黄色至棕褐色，无

明显果壳、果核无杂质，不得含有荔

枝肉，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

过 15%。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59 枸杞子 统货 宁夏 600

0.5 筛上，色红，无泛糖结饼，白籽、

青籽、碎籽，带叶片者不得过 3%，杂

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药材水

分 13%以内。其他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重金属检验需

合格

60 木贼 统货 辽宁 500

无根段，2.5cm 以上段不得过 5%。灰

绿色，变色不得过 5%，药屑不得过

2%，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

个子货，水分不得过 11%，其他各项

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1 沙棘 统货 新疆 1000

直径 0.3cm 以上，枝干、杂质不得过

4%，无虫蛀、霉变。原药材水分 13%

以内。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2 白术 统货 安徽 3000

根茎带地上茎的部分不得过 3cm，比

例不得过 3%，断面黄白色,油点明显，

脱落地上茎不得有，变色不得过 5%，

无油个、焦枯。药渣不得过 1%，杂质

不得过 3%。无虫蛀、霉变。其他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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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3 旋覆花 统货 安徽 100

梗、叶不得过 1%，散瓣不得过 10%，

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原药

材水分 13%以内。其他各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4 蒲黄 统货 内蒙古 200

黄色粉末，过 120 目筛，未过的不得

过 5%，无结块。（原药材、饮片加内

袋）原药材水分 13%以内。其他各项

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5 珍珠 统货 浙江 200

直径 1.5-8mm，大小均匀，荧光不显

色者不得过3%。原药材水分13%以内。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重金属需检验

合格

66 柏子仁 统货 山东 1000

带壳、杂质不得过 1%，不得有黑色籽，

表面黄白色或者淡黄棕色，富油性，

碎渣不得过 1%。无油哈喇味，无虫蛀、

霉变。原药材水分 13%以内。其他各

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7 前胡 统货 内蒙古 600

径 1.0cm 以上，杂质不得过 5%，断面

变色不得过 2%，无虫蛀、霉变。药材

水分 12%，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68 石菖蒲 统货 安徽 500

直径 0.3cm 以上，气芳香，芦头和杂

质不得过 3%。无虫蛀、霉变。药材水

分不得过 13%，其他各项符合《中国

药典》2020 年版规定。

69 降香 统货 海南 500

不规则片块状，表面紫红色或红褐

色，气微香，有油性。杂质不得过 1%。

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过 13%，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70 鸡内金 统货 吉林 800

表面黄色、黄绿色或黄褐色，杂质不

得过 1%。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

得超过 10%，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

典》2020 年版规定。

71 海金沙 统货 江西 1000

过 120 目筛，未过筛的不得过 1%，棕

黄色或浅棕黄色，无明显杂质（黑

子）。无霉变、结块。（药材、饮片

加内袋）。药材水分不得超过 9%，其

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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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王不留

行
统货 河南 1200

颗粒饱满，表面黑色、红色，杂质不

得 1%。无虫蛀、霉变。药材水分不得

超过 12%，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73 茜草 统货 山西 1200

带明显须根、地上部分不得过 10%，

杂质不得过 2%。无虫蛀、霉变。药材

水分不得超过 11%，其他各项符合《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74 丁香 统货 云南 1500

花蕾，饱满，气芳香浓烈，灰渣不得

过 1%,花梗及其他杂质不得过 3%。无

虫蛀、霉变。（原药材、饮片加内袋）

药材水分不得超过 11%，其他各项符

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75 蒲公英 统货 内蒙古 2500

全草，土、杂质不得过 4%。（药材水

分 13%），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76
广金钱

草
统货 广西 3500

干燥地上部分，根不得过 2%，上表面

黄绿色或灰绿色，杂质不得过 1%。无

虫蛀、霉变。（原药材水分 12）其他

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77 石膏 统货 5500 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78 三棱 统货 浙江 6000

直径 2-4cm，范围外不得过 20%，无

霉变、虫蛀，杂质不得过 1%。（原药

材水分 10）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79 狗脊 统货 广西 9000

生狗脊片，片厚 0.5cm 以下，杂质不

得过 1%。无虫蛀、霉变。（原药材水

分 10%）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

80 白芍 统货 安徽 3000

直径：不得低于 0.8cm，中部直径 1cm

以下不得过 30%，芍药头不得过 1%，

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芍药

苷不得低于 2.75%，药材水分 13%，

其他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规定。

81 酸枣仁 统货 内蒙古 2000

碎仁、破壳不得过 3%。颗粒饱满，色

紫红。杂质不得过 1%。无虫蛀、霉变。

水分不得过 9%，其他各项符合《中国

药典》2020 年版规定。

新版药典增加

重金属

82 麻黄 统货 内蒙古 9000

段长 1.5-2cm，3cm 以上长节子不得

过 5%，表面淡绿色至黄绿色，灰渣不

得过 2%，麻黄根及杂质不得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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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虫蛀、霉变。附供货商资质。其他

各项符合《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

二、投标须知（新供应商均要将纸质版标书，对应样品，新投标的企业全套资质两份在截止

日期前同时邮寄，未在截止时间前邮寄的供应商或者邮寄材料不全的厂商视为废标）

1、样品：有意参与投标的供应商，请自行下载竞标书一份（附件 1），逐项进行填写。

三个品种（规格）一份标书，投标的供应商，请准备符合我公司质量要求的大货样品二份，每

份 300g，邮寄至我公司一份，自己留存一份（以便与实际来货进行比对，确保参与投标样品

与来货质量一致）。

注：邮寄的样品包装袋为透明包装，并粘贴我公司样品标签（附件 2），标明企业名称、样品

名称、规格等级、投标人及联系方式。

2、资质、标书：参与投标的新合作供应商申请投标时，必须提供完整企业资质 2套（若

为专业种植户需提供身份证、地产证明）并加盖单位原印章，与样品、竞标书一并携带（或邮

寄）我公司，老供应商需邮寄授权委托书及质量保证协议，以上资料必须在 2021 年 3 月 12

日 12：00 前送达我公司。

3、发票：内蒙地产品种可接收个人投标，提供种植户身份证和产地证明文件即可。其他

品类凡竞标客户需开具增值税发票。

4、保证金：凡新合作单位中标，签订合同之前投标人须交纳中标价款总额 2%的履约保证

金（新合作客户履约保证金以电汇方式支付），保证金在与货款同期支付。

5、电子投标（优先考虑有样品投标单位）：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邮寄投标竞标书，

需打电话告知招标联系人，并将加盖公司公章的电子版投标书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 12:00 前发

送到我公司招标邮箱（tqmyjtzb@163.com），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邮寄样品的，电子投递标

书的同时可附对应品种的样品图片（所附图片必须代表大货）但最终同等价格的会优先中标有

实物样品的供应商。

mailto: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邮寄投标竞标书，需打电话告知招标联系人，并将加盖公司公章的电子版投标书于2020年12月28日18:00前发送到我公司招标邮箱（tqmyjtzb@163.com），
mailto: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邮寄投标竞标书，需打电话告知招标联系人，并将加盖公司公章的电子版投标书于2020年12月28日18:00前发送到我公司招标邮箱（tqmyjtzb@163.com），
mailto: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邮寄投标竞标书，需打电话告知招标联系人，并将加盖公司公章的电子版投标书于2020年12月28日18:00前发送到我公司招标邮箱（tqmyjt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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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标通知：综合评标后 10 个工作日内（投标结束截止 15 天内）我公司将通知中标客

户，落标客户不另行通知。

7、投标有效期：竞标书一经投递成功，2021 年 3 月 12 日前投递内容全部有效。

三、付款方式

本次招标按照 3个月账期和到货 1个月内付款两种方式报价。执行一个月内付款为电汇方

式付款；执行 3个月付款要求：中标金额超过 20 万元的可接受 50%承兑汇票，中标金额 20 万

以内的原则不支付承兑汇票，付款周期以货到验收、检测合格后为计算时间起点（检验时间

15-20 天）。

四、供货要求

1、交货时间：中标客户，于通知中标后 10-15 天将货物运输到我公司指定仓库。

2、包装要求：来货包装要求双层无字白色编织袋（特殊品种需配透明塑料内袋）、纸箱、

麻袋。所有来货必须自带标签，标签需注明品名、规格、件数、产地、采收或产新时间等（采

收时间需与《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要求一致），未带标签的货物我公司一律拒收，由此

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

五、违约责任

1、信用：中标客户请于接到通知的 5 个工作日内交纳履约保证金、签订购销合同，逾期

视为自动弃标，并列为失信供应商，禁止其参加天奇蒙药集团旗下子公司的一切采购投标。

2、合同履行：中标签订合同后不按合同履行送货义务的罚没保证金；要求来货与投标样

品一致，否则拒收；来货数量和来货时间按合同严格履行。

3、到货延迟：所有来货未按照合同约定日期到货（延期到货未经同意的），每延迟一天

到货罚款货物总额的 0.5%。

4、不合格处理：到厂药材检测不合格的，供应商在接到我方通知后 7日内需尽快办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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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事宜，超出我公司规定退货期限的，每日将收取 0.5%货款总额的仓储费。

5、退货处理：所有来货经检测不合格退货的，退货运费、装卸车费由供方承担，装卸费

标准为 60 元/吨。

6、合格率：一次供货合格为优质合作供应商，二次供货不合格的承担所有检测费用，三

次供货不合格的取消供应商资格。

六、其他事宜

1、凡竞标客户不得恶意挂靠供应单位，如发生任何后果均由投标企业和供货方自行承担。

2、采购原则以“道地产区和有种植基地的供应商为优先选择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中标。

七、投标联系方式

1、样品、标书邮寄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牛家营子村（内蒙古蒙缘堂

药业科技有限公司）。邮寄方式：EMS 或顺丰快递。

2、标书投递邮箱：tqmyjtzb@163.com。

3、企管部联系人 王总：13664769811

4、招标咨询联系人 采购负责人：李鹏伟 13734890095

5、样品、标书投递联系人 姜海杰：13848466421 王旭：15049611882

6、总负责人：刘明超 13789661982

7、监督举报联系人 任女士： 0476-8210950、 15947140972

mailto:tqmyjt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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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蒙古天奇蒙药集团公开招标采购竞标书

编号：

竞

标

单

位

情

况

名 称 法人代表

地 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有否

经营

证照

有

手 机 传真 无

竞

标

商

品

情

况

商品

名称

可供

数量

公斤

产地

投标价

格（三

个月账

期）元

投标价格

（一个月

付款）元

商品

名称

可供

数量

公斤

产地

投标价

格（三

个月账

期）元

投标价格

（一个月

付款）元

商品

名称

可供

数量

公斤

产地

投标价

格（三

个月账

期）元

投标价格

（一个月

付款）元

以上报价信息可按品种数量可自行增加

商品质量及规格情况简述：（请如实填写，有成分含量的请标明质量指标）

签

字

竞标单位、人备注：竞标单位、人签名：

以下由招标单位填写

评

标

中标 中标数量 备注

落标 处理意见

备注：1、竞标客户须提供竞标样品一式两份（自己留存一份，以便与来货比对，中标来货质量须与样

品一致）。2、报价单位需在报价单加盖单位公章，个人投标需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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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样品标签

企业名称

样品名称

规格等级

投 标 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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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地产证明

我村村民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所售出的下列中药材，为地产药材，属自产自销，特此证明。

品名 数量（kg） 单价（元/kg） 金额（元）

省（区） 市（县） 村委会（盖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