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润燃气集团关于 2019 年公开征集部分物

资入围合作供应商的公告

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润燃气集团），是华润

集团战略业务单元之一，主要在中国内地投资经营与大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燃气业务，包括管道燃气、车用燃气及燃

气器具销售等。截至 2018 年底，华润燃气集团已先后在苏

州、成都、无锡、厦门、昆明、武汉、济南、郑州、重庆、

福州、南京、南昌、天津、青岛等 240 多座大中城市投资设

立了燃气公司，业务遍及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燃气

年销量逾 240 亿立方米，用户逾 3400 万户，是国内最大的

城市燃气服务商之一。

为满足华润燃气集团各区域公司物资采购，保障物资质

量，华润燃气集团拟于 2019 年对燃气用 PE 管材、燃气表、

流量计、调压设备、直缝管、螺旋管、镀锌钢管、无缝钢管、

钢制管件、工商业电磁阀、燃气表箱等 19 类工程物资，进

行集中、联合采购合作供应商入围评审。其中集中采购是指

华润燃气集团通过评审形成集团合作供应商入围目录并确

定产品型号及价格，华润燃气集团下属各级公司在集团合作

供应商入围目录中选择最终合作供应商。联合采购是指华润

燃气集团通过评审形成集团合作供应商入围目录，华润燃气

集团下属各级公司在集团合作供应商入围目录中通过招标、

比选等方式确定各自公司的最终合作供应商。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合作供应商，为华润燃气集团提供



优质的产品、高效的服务。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参加。

本次评审报名采用网站备案报名方式，包括资格初审、

现场考察、产品测试（部分物资）、综合评审等环节。各参

选供应商需根据本公告和报名网站要求提供资格初审资料。

一、项目概况及范围

本次拟入围产品类别如下：
序号 物料类别 采购类别 主要产品参数 执行标准

1 PE 管材 集中采购
PE100/PE80，SDR11/SDR17，管径

de32~450

CJJ 63

GB 15558.1

2 PE 管件 集中采购
PE100/PE80，SDR11/SDR17，管径

de32~450
GB 15558.2

3 钢塑转换 集中采购
PE100/PE80，SDR11/SDR17，管径

de32~450，3PE 防腐

GB/T 26255.1

GB/T 26255.2

4 PE 球阀 集中采购
PE100/PE80，SDR11/SDR17，管径

de32~450
GB 15558.3

5 镀锌管 联合采购 管径 DN15~100，壁厚 2.8~5mm GB/T 3091

6
高频电阻直缝

焊管
联合采购 管外径 D168.3~610，壁厚 4~11.9mm GB/T 9711

7
双面埋弧直缝

焊管
联合采购

管外径 D 406.4~610，壁厚

5.2~12.5mm
GB/T 9711

8
双面埋弧螺旋

焊管
联合采购

管外径 D 219.1~610，壁厚

4.8~12.5mm
GB/T 9711

9
工商业电磁切

断阀
集中采购 口径 DN15~300 CJ/T 394

10 家用皮膜表 集中采购
机械表；G1.6， G2.5，G4；防逆流，

防反转
GB/T 6968

11 流量计及附件 集中采购
罗茨流量计 DN25~200；涡轮流量计

DN50~300；修正仪；过滤器

12 便携检测仪 集中采购 甲烷、四合一；LEL、PPM、VOL

13 激光检测仪 集中采购 便携式、车载式

14 防腐材料 集中采购
热缩带、热缩套、热缩缠绕带、冷

缠带，适用管外径 D20~630
GB/T 23257

15 调压设备 联合采购
调压箱（柜），流量范围 25~3000

Nm3/h
GB 27791

16

无缝钢管 联合采购
主要材质 20#钢，管外径 D22~426，

壁厚 4~11.9mm
GB/T 8163

无缝钢管 联合采购
主要材质 Q345B/C/D/E 管外径 D

168.3~406.4，壁厚 4~11.9mm
GB/T 9711

17 钢制管件 联合采购
弯头、大小头、管帽、三通、直接、

法兰、盲板，管外径 D22~508

GB/T 12459

GB/T 13401

18 SMC 表箱 集中采购 按华润燃气标准化技术要求

19 不锈钢表箱 联合采购 按华润燃气标准化技术要求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参选供应商应为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生产商或进口

产品的国内总代理，不接受分销商、联合体报名。

2、参选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

3、参选供应商应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能提供

增值税专用发票。

4、参选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

计制度，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

态。

5、参选供应商应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良好记录。

6、参选供应商及法人、总经理、主要股东不得在“信

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的黑名单中，不

得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zxgk.court.gov.cn/shixin/）中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不得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index.html）中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列

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和“经营异常名录”，并在参选文

件中提供上述网站的查询结果。

7、参选供应商承诺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的近 5

年抽查情况中，无连续两次抽查不合格情况，无拒绝接受国



家监督抽查情况。如发现有违反，将取消参选或入围资格。

8、参选供应商应具有城市燃气行业（最少具备各大燃

气集团、省级和直辖市燃气公司、一线城市和省会级城市燃

气公司之一）2016～2018 年销售业绩（证明文件仅需提供

2018 年。通过初审后，现场复查三年业绩的相关合同、发票

等资料），且 3 年内无重大质量事故（以燃气公司通报、社

会媒体报道、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通报为准）。

三、供应商生产能力要求

1、参选供应商应具备制造相关产品的产品生产许可、

质量认证；应有一定的生产规模，能满足华润燃气采购需求；

2、参选供应商应具备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设备、检验设

备以及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

3、参选供应商应有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流

程。通过资格初审的供应商，华润燃气将组织进行现场考察，

重点考察供应商生产能力、相关资质、现场管理和质量控制。

四、报名方式

在华润燃气合作供应商备案网进行报名，网址：

http://www.crcgas.net/gysweb/，或登录华润燃气官方网

站，进入 web 应用，选择合作供应商备案板块。

因本次评审报名为公开报名备案方式，为避免信息冲突

或影响填报，请潜在供应商填报时注意以下事项：

1、注册用户名必须与营业执照中公司名称一致，不一

致将视作无效备案。注册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并随后提供纸

http://www.crcgas.net/gysweb/


质证明文件寄达华润燃气集团复核。

2、供应商备案联系人员必须为公司负责销售的领导或

可代表公司与华润燃气集团进行相关商务活动的人员，进一

步的评审消息或业务沟通，将与该负责人进行联系。

3、集团性质供应商注册时需根据公司生产情况按类别

注册、备案。集团公司如生产同类物资、设备，按照同一家

供应商进行注册、备案，下属公司按照不同生产场地填写；

如生产不同物资、设备，根据不同类别，按照实际生产公司

进行注册、备案。

请各潜在合作供应商于 2019 年 7月 19 日下午 5点前到

华润燃气合作供应商备案网完成报名备案（以前备案的需进

行信息更新），弹出提交资料要求为报名成功。并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下午 5 点前将相关资料寄达华润燃气集团（邮寄地

址见报名网站提交资料要求，不接受当面递交）。逾期报名

或逾期提交资料的，视作放弃参选。

通过资格初审的供应商将被邀请参加下一环节评审。

五、资料递交要求

1、参选资料应使用 A4 大小纸张，进行胶装并盖骑缝章。

2、需要另行提供业绩证明原件，业绩证明单独封装。

3、所有资质、业绩等证明资料必须每页加盖公章。

4、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参与本次评审

资格，并永久取消参与华润燃气集团及下属各级公司采购活

动的资格。



5、网络报名填写相关信息必须与报送的书面资料完全

一致。参选文件、业绩证明等格式见附件。

6、邮寄地址见报名网站。受收件地址影响，评审文件

仅接收 EMS 和顺丰寄送。其他快递或其他递交方式无法保证

可收到文件，造成参选文件丢失或不能按时寄达的，视作放

弃参选。请务必知悉。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冯经理

联系电话：0755-82668008-8505

联系邮箱：fengtianen@crcgas.com

附件：参选文件格式

mailto:fengtianen@crcgas.com


封面页，参选文件删掉本行

“燃气用XXX”初审资料

可在此插入文字、图片，参选文件请删掉本行

XXX公司（参选单位名称）

2019 年 X 月



目录页格式，参选文件删掉本行

目录

一、XXX············································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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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选承诺

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的贵司入围公告和报名网站全部内容，愿意参

加华润燃气集中、联合采购供应商入围评审，并满足各项参选要求。

我方承诺：

（1）在参选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参选文件；

（2）我方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参选按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

和准确，若与真实情况不符，我方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参选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提供授权书）（签字）：

地址：

电话：

年 月 日



二、企业情况简介

1、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相关生产、制造许可证，证明生产制造能力的各类证书；

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相关证书（如有）；

4、参选供应商银行信用等级证明文件（如有）；参选供应商及法

人、总经理、主要股东征信查询情况（如有多个生产基地的，应分别

提供）；

5、公司排名前五的股东名称及简介（如不足五个按实际情况提

供）；

6、公司情况介绍；

7、企业售后及技术人员情况介绍，需提供国内所有售后机构名

称、地点的明细（可为代理服务商）、联系人、联系方式；

8、参选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三、企业生产能力

1、生产管理体系介绍；

2、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应有投产时间、品牌、数量及照片；

3、主要质检设备一览表，应有投产时间、品牌、数量及照片；

4、参选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四、参选产品质量资料

1、参选产品两年内的型式检验报告；

2、产品说明书；

3、参选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五、财务审计报告

1、2016 年；

2、2017 年；

3、2018年；

如参选产品为非主营的，审计报告中如无单列，需单独说明参选

产品占营业收入比例。



六、业绩情况

如提供多个参选类别的，或参选产品分别提供国产和进口产品

的，以下资料应区分提供。

1、业绩情况一览表

2018年度业绩情况一览表

序号 物料类别 客户名称 业绩总额 证明人 联系方式

···

···

合计 - - -

2、业绩证明资料

2.1发票

每项业绩至少提供一张发票复印件（2018年开具）。

2.2业绩证明函

1、华润燃气业绩证明无需出具（原集采、联采物资），以华润燃

气物资采购系统数据为准（系统中无相关数据的，视作无业绩）。其

他燃气集团已对产品进行供应商入围的，业绩证明必须为燃气集团总

部或总部所属采购公司出具，地方公司出具无效。

2、业绩证明文件应使用 A4 纸张单独打印，由相关单位盖章。港

华、新奥、中燃、昆仑四大燃气集团的盖章应为燃气集团总部公章或

燃气集团总部所属物资采购公司或采购管理部门的公章；其他燃气集

团或公司应为集团或公司公章，其他章无效。

3、业绩证明格式如下，具体文字和顺序可变更，但必须包括采

购方名称、销售方名称、产品类别、产品品牌、产品总数量、产品总

金额（大小写，大小写金额有差异的视作无效。多个参选类别的，类

别、数量、金额需分开，未区分的视作无效）：



业绩证明

兹证明 公司（采购方）2018 年从 公

司（销售方）采购 品牌的 产品，数量： ，

金额： 万元（大写 万元）； 产品，

数量： ，金额： 万元（大写 万元）。

（如仅有一类参选产品，请删除分号后字段；如有第三类产品，

请增加分号后面字段，业绩证明文件此句请删除）

特此证明！

公司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七、参选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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