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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影视传媒系摄录专业设备采购

招 标 公 告

招标文件编号：设备招标[2022-009]号

工程项目名称：艺术与设计学院影视传媒系摄录专业设备采购

招 标 单 位：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2022 年 10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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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院有关招标文件规定，现将艺术与设计学院影视传媒系摄录

专业设备采购招标进行公告，请符合要求的单位参与投标，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工程项目

艺术与设计学院影视传媒系摄录专业设备采购项目。

二、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三、投标人资格

（一）投标人应为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企业。

（二）投标人本身长期从事与本项目同类业务经营，有稳定的专业

技术人员队伍，并提供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三）投标人应提供相应品牌设备的代理授权证明。

四、标书购买

标书免费，从学院邮件系统或学院官网公告栏下载。

五、投标说明

（一）投标截止时间：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 12 时止。

（二）标书递交地点：学院纪检保卫处办公室。

（三）踏勘现场：即日起至 10月 12 日，9:00-17:00，不集中安排，

自行前往。咨询答疑：赵老师 17381592258。

建议投标人勘察现场或向赵老师了解安装地点、卸货搬运路线、供

货安装、调试进度等具体要求，以便准确报价。

（四）开标时间：2022 年 10 月 13 日 1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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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标方式：综合评标，合理低价投标法。

（六）供货周期：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供货安装调试完毕。

（七）投标人不参加评标会，如需参加由招标人另行通知。

（八）投标保证金：无。

六、招标内容

（一）报价特别说明：

请严格按照《投标报价表》格式报价，供货商需提供摄录专业设备

采购的安装调试服务，因此，投标报价须包括运输、搬运、安装、调试、

税费等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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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报价表：

序

号
类别 名称 功能需求 品牌

数量

（个/

套）

单价

（元）

合价

（元）

技术参数

（投标人必须申报）
备注

1

摄影

摄像

器材

微单

佳能（Canon）EOS M50 Mark II M50

二代 微单数码相机 白色 15-45 标准

变焦镜头套装（约 2410 万像素/眼部

追焦）

8
包含配件：8张 32G 内存卡、

8 个相机包、8块电池

2 单反 EOS R6 套机 RF24-105mm F4 L IS USM 2

包含配件：2张 64G 内存卡、

2 个相机包、2 块 R6 电池、2

套清洁套装

3 电影机
索尼（SONY）ILME-FX3 摄像机全画幅

电影摄影机 FX3 单机身不含镜头
2

包含配件：2个相机包、2 块

FX3 电池、2 套索尼 G 大师清

洁套装

4
航拍器

(Mini)
DJI Mini SE 畅飞套装 2 包含配件：2 个收纳包

5 航拍器 DJI Mavic 3 Cine 大师套装 1 包含配件：1 个收纳包

6 穿越机
DJI Avata 进阶套装+畅飞配件包+飞

行眼镜多功能双肩包
1 包含配件：1 个收纳包

7
手持拍摄

设备
DJI Action 2 双屏套装 1 包含配件：1 个收纳包

8
灯光

器材
镝灯

鑫威森（starison） 影视镝灯 M40

2.5K/4KPAR 镝灯日光型高色温影视灯

电影级聚光灯 M40 PAR 镝灯+4K 灯管

+7070A 灯架

1

9 LED 板灯 神牛（Godox） led1000 补光灯影视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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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灯代补光灯双色温大功率电商直播

拍照打光灯人像聚光灯 LED1000II

【三灯 F970 锂电池套装】 变色版

10
球形柔光

灯

金贝（JINBEI）EFII-200BI 视频影视

电影拍摄补光灯 直播摄像灯光 人像

儿童静物拍照柔光灯常亮灯 球罩双

灯套

1

11 柔光灯

金贝（JINBEI）EFIII200W 直播灯儿童

摄影灯 LED 视频录像常亮灯影棚拍摄

补光灯演播室摄像灯

2

12
录音

器材
声卡

怡同科技 MOTU/马头 M2 M4 声卡现货音

频接口外置 USB 声卡直播 K 歌录音编

曲话筒电脑声卡 M2 官方标配

1

13 电容话筒

797Audio M5专业录音棚电容麦克风话

筒外置声卡套装主播网络K歌套餐 M5

官方标配

1

14
枪式麦克

风

得胜（TAKSTAR）SGC-578 采访麦克风

会议录音话筒 新闻 DV 摄像机单反机

外接采访电容麦克风 黑色

2 包含配件：2 个收纳包

15
数字录音

笔

ZOOM H4n PRO 录音笔 便携式数字录音

机 ZOOM h4n pro 录音笔 H5 升级版

ZOOM H4N PRO 数字录音笔

2

16
挑杆麦克

风

BOYA 博雅 BY-WS1000 猪笼防风三件

套+挑杆+麦克风录音麦克风话筒套装

枪式话筒微电影采访 猪笼三件套

+BY-BM6060L 话筒+挑杆

2

17 小蜜蜂 大疆（DJI） Mic 无线麦克风 4 包含配件：4 个一拖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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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2/OM5 配件 一拖二无线领夹麦

克风采访直播 vlog 收音

纳包

18
辅助

器材
三脚架

miliboo米泊MTT711A摄像机三脚架自

营单反专业打鸟长焦摄影大三角架带

液压云台脚架套装

4 包含配件：4 个三脚架包

19 大监视器

天影视通 22 吋导演大监视器 4K 影视

摄影显示屏箱载无线图传单反录影监

看屏 TY-HD2150A TY-HD2150A

2
包含配件：2 根 HDMI 线、

2 根 Micro HDMI 线

20 小监视器

Portkeys PT5 监视器 5英寸 IPS 轻薄

3D lut HDM 单反微单小监 IKAN p6 艾

肯 PT5+铁头监视器支架

2

包含配件：2个收纳包、2

根 HDMI 线、2根 Mini HDMI

线、2 根 Micro HDMI 线

21 无线图传

MOMA猛玛小玛400SPro猛犸 HDMI+SDI

接口 120m 无线图传直播单反摄像 APP

监看 小玛 400s Pro【赠送超级大礼

包】

2

包含配件：2个便携包、4

块 F750 电池、2个双座充电

器、2 根 HDMI 线、2根 Mini

HDMI 线、2 根 Micro HDMI 线

22 轨道车

青牛（Greenbull） JX1000 16 轮影视

轨道车摄影轨道车 电影拍摄滑轨车

摄影摄像不锈钢 JX1000 套装（16 轮

板车）+4 直 2弯

1

23 稳定器

大疆（DJI） 大疆 DJI RSC 2 如影 单

手持微单稳定器 专业防抖 云台稳定

器 拍摄稳 DJI RSC 2 专业套装

2 包含配件：2 个收纳包

24 稳定器
DJI RS 3 Pro 套装+多形态双手持套

装
1

包含配件：1 个收纳包、

DJI R 多形态双手持套装

25 提词器
天影视通提词器20\/22\/24英寸大屏

幕专业直播单反线上播音教学演播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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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采访主持人读稿器手机 20 寸

单屏带箱版

26 提词器

阿斯泛(XFAN) 提词器手机单反相机

大屏幕题词器便携小型网店采访外拍

网红直播提字器记词 TC-1ii 提词器+

送 1.9 米支架

2 包含配件：2 个收纳包

27 影视风机

Naboxsun摄影吹风机 CF-01吹发机无

极调风影视剧组影楼影棚摄影写真拍

摄造型舞台风机拍定制 摄影吹风机

(无极调风)*1+2.8 米气垫灯架*1

1

28 配件 监听耳机
铁三角（Audio-technica）ATH-M20x

入门级专业监听头戴式耳机
4

29 防喷罩

depusheng 专业防喷罩 电容麦防风

双层 K 歌电脑 USB 录音主播直播麦克

风话筒防喷网悬臂支架通用 双层防

喷网

1

30 声学挡板

TIWASTAGE 帝华 fd5 声学挡板大包围

麦克风录音隔音罩家用录音棚防混响

去杂音消音屏 3 门五门 大包围 5 门

隔音罩+三脚支架

1

31 灯罩

金贝（JINBEI）KE90cm 深口柔光箱影

棚摄影闪光灯附件便携易安装可适配

LED常亮灯 KE90深口柔光箱（含格栅）

4

32
航拍器电

池
DJI Mini 2 智能飞行电池 2

33 米菠萝
贝阳 SR100/120 泡沫反光板支架固定

夹板底座移动支架米菠萝吸光板带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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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万象可调节架子支撑底架 SR100

官方标配

34

SD 卡

(电影机

用)

索尼（SONY）80G(CEA-G80T)存储卡搭

配 G2 读卡器 适用于 A1 A7S3 FX3 FX6

摄像机

2
包含配件：2 个内存卡收

纳包

35 转接线

绿联 Micro HDMI 转 HDMI 转接线

HDMI2.0 版 4K 高清转换线 笔记本电

脑平板相机连接显示器电视投影仪 1

米

20

36 转接线
适用佳能 EOS R RP R5 R6 照片直播数

据线单反相机连接华为手机 OTG
5

37 读卡器

绿联 USB3.0 高速读卡器 SD/TF 二合

一多功能读卡器 适用手机单反相机

行车记录仪监控存储内存卡读卡器

20250

5

38
MicroSD

卡

闪迪（SanDisk）256GB TF（MicroSD）

存储卡 U3 V30 C10 4K A2 至尊极速

移动版内存卡 读速 160MB/s

5
包含配件：2 个 Micro SD

卡读卡器

39 场记板

Earlymen 电影场记板 磁铁打板 开拍

板 导演板 30*24cm 黑白条纹中英文

白色底板场景版打板器标记版送笔

可擦拭

5

40 黑旗

津圻柔光屏摄影黑白旗板不锈钢魔术

腿 C型架影视灯光旗板四色布黑色吸

光布白旗布十字格旗套白色蝴蝶布柔

光布 黑旗布+旗板框 75cm*90cm 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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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41 白旗

津圻柔光屏摄影黑白旗板不锈钢魔术

腿 C型架影视灯光旗板四色布黑色吸

光布白旗布十字格旗套白色蝴蝶布柔

光布 十字格白旗布+旗板框

75cm*90cm 大号

6

42 柔光纸

金贝（JINBEI）1.2*0.9 米摄影柔光纸

套装5张 商品摄影硫酸纸影棚拍照牛

油纸产品补光拍摄道具

10

43 转接环

佳能（Canon） EOS RF 卡口适配器 R

转接环全画幅 R 系列专用转接环适用

RP R5 R6 R3 微单相机 EOS R（标准环）

官方标配

2
包含配件：2 个转接环收

纳盒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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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承诺：

1.要求供货商至少提供原厂整机二年质保服务，本公司承诺：共提

供整机 年整机质保服务。（投标人必须申报）

2.故障报修响应时间为 小时，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投

标人必须申报）

3.投标人其他服务优势承诺：

……

（请投标人完善，能展示服务及售后保障能力水平和自身优势）

七、投标书结构及要求

（一）标书要求

纸质文档一份、电子文档一份，均密封在一个文件袋内加盖单位公

章，密封签上需标注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二）投 标 函

致： （招标单位）：

根据贵院为 项目的投标公告（招标编

号： ），签字代表 （全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

代表投标人 （投标人名称、地址）

提交投标文件正本一份、电子文档一份。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本次投标所报内容完全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填报，所有内容都是真

实、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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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全部合同责任和义务。

3.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并

且已对招标人的本次项目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我们完全理解并

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

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6.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投标人授权代表姓名、职务： （印刷体）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名称： （盖公章）

开 户 行：

户 名：

账 号：

日期： 年 月 日

（三）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 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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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参加 （项目

名称）采购招标（招标编号： ）的投标活动，签署投标

文件、进行合同谈判、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证明。

投标单位： （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企业营业执照、行业许可证等相关资质证书（必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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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单位名称）的

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招标

单位）组织的 项目招标（招标编

号： ）的投标活动。代理人在开标、评标、合

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

承认。本授权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代理人无转移委托权。

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单位： 部门： 职务：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无须提供该委托书。

附：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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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三年内类似业务业绩

项目名称
服务对象

名称

主要服务项

目内容

合同金额

（元）

项目用户联

系人及手机

注：

1. 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内类似业务业绩情况。近 3 年内是指由投标

截止日上朔到 3 周年始；

2. 如本表格式内容不能满足需要，投标人可根据本表格格式自行划

表填写，但必须体现以上内容。

3. 投标人代表签字： （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六）上述第六项“招标内容”各项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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