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专用营养品采购项目 

-运动员专用营养品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受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的委托，河南广电招标有限公司就“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运动员专用营养品采购项目-运动员专用营养品采购项目”进行单一来源采购。 

一、采购项目名称：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专用营养品采购项目-运动员专

用营养品采购项目 

二、采购项目编号：豫财单一采购-2020-34 

三、项目预算金额：100.38万元（包一预算：399800元；包二预算：320000元；包

三预算：176000元；包四预算：108000元） 

四、项目简要说明： 

包一： 

拟成交供应商名称：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功能 参数 规格 数量 

软组织保护伞运动后

恢复营养片 

有效降低运动后软骨组织

损伤、保护骨关节，加速

软骨创伤愈合，缓解关节

炎症和疼痛。 

主要配料:软骨胶原蛋白肽、山竹

粉、石榴粉、维生素 C等。规格: 

750mg x 140 片/瓶 20瓶/箱 

750mg/片×

140片/瓶 

40 

番茄红素软胶囊 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清

除过氧化自由基，预防运

动员细胞损伤、提高免疫

力。 

1.主要成分：番茄红素、维生素 E

等； 

2.主要含量：每 100g中含番茄红

素≥2.0g 

500mg/片

*80粒/瓶 

170 

单糖牛磺酸营养素固

体饮料(强力恢复冲

剂) 

加速肌糖原合成，抑制皮

质醇分泌，加速乳酸消

除，减轻肌肉损伤保护免

疫系统。 

葡萄糖：60-90g、维生素 C：

120.0 mg、牛磺酸：120 mg 

900g/桶 160 

长白景仙灵口服液 提高机体内源性睾酮水

平，提高和保持血红蛋白

水平，具有抗疲劳、耐缺

氧、促恢复作用，另外可

提高免疫力。 

1.主要成分：高山红景天、红参、

黄芪、熟地、枸杞子、山药、甘草

等； 

2.主要含量：每 100ml中含总皂甙

≥120mg、红景天甙≥17mg、粗多

糖≥14.5mg； 

10ml/支 x 

30支 

120 

果糖磷脂咀嚼片坚实

型压片糖果 

调节外周神经系统和中枢

神经系统的功能，PS双向

维持运动员训练平衡性，

白砂糖、酪蛋白水物质，磷脂、磷

化可可粉 

800毫克/片

x80片/瓶 

60 



PC加速神经肌肉之间的信

息传递，促进肌肉系统协

同收缩；提高运动员训练

质量、提高神经肌肉反应

速度。 

 

维生素矿物质泡腾片

固体饮料 

补充运动员出汗时流失的

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科

学配比适合运动员训练特

质。 

主要配料：钠 7500mg钙：444 mg

维生素 B1：15.40 mg维生素 B2：

15.40 mg维生素 C：180.0 mg 

4.5gx18片

x3支/盒 

320 

低聚糖运动固体饮料

（柠檬味） 

持续补充能量、维生素和

矿物质；低聚麦芽糖持续

供能，轻度低渗透压、帮

助提高运动表现。 

1.主要成分：低聚麦芽糖、乳酸

钙、食用盐、柠檬酸钠、氯化钾、

维生素 C、维生素 B1、烟酸等； 

2.主要含量：每 100g中含碳水化

合物≥94g、钠≥400mg、维生素 C

≥77mg、烟酸≥18.5mg； 

1800g/瓶 200 

包二： 

拟成交供应商名称：北京冠力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功能 参数 规格 数量 

低聚糖电解质固体饮

料 

有效满足运动人体不同阶

段对碳水化合物的需要，

运动前可迅速提升糖原水

平，运动中供能持续时间

长，运动后促进糖原快速

恢复，实现运动全时段为

机体补充优质能源，提高

运动员训练质量和效果。 

主要成分：食用葡萄糖、低聚麦芽

糖、白砂糖、低聚果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

素 B12、维生素 C、烟酰胺、泛酸

钙、牛磺酸、氧化镁、氯化钾、食

用盐、水苏糖 

主要成分含量（每 100 克含）：碳

水化合物≥90%，维生素 B1≥1.5

毫克，维生素 B2≥1.4 毫克，维生

素 C≥100 毫克，镁≥120 毫克，

牛磺酸≥110毫克 

规格：每瓶不少于 1.8kg 

至少具有两种口味可供选择 

1800g/瓶 200 

分离乳清蛋白固体饮

料 

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快速

进入血液，促进肌肉生长

与恢复，乳铁蛋白可增强

免疫力，促进铁的吸收，

为运动员提供强大的快速

营养补充后盾。 

主要成分：分离乳清蛋白粉、乳清

蛋白粉（含乳铁蛋白） 

主要成分含量（每 100 克含）：蛋

白质≥90%，乳铁蛋白≥3.5毫克 

规格：每瓶不低于 450克 

454g/瓶 500 



纯肌酸粉 增进人体爆发力、速度以

及促进肌肉合成、增加肌

肉体积的作用。 

主要成分：一水肌酸 

主要成分含量（每 100 克含）：肌

酸≥99% 

规格：每瓶不低于 300克 

需为运动营养食品 

300g/瓶 140 

1,6-二磷酸果糖三钠

盐固体饮料 

促进乳酸代谢，为细胞提

供能量，具有营养心肌，

增强红细胞供能及变形能

力、降低细胞脆性，改善

组织器官和大脑缺氧、保

护肝脏等作用。 

 

主要成分：食用葡萄糖、结晶果

糖、1，6-二磷酸果糖三钠盐、牛

磺酸 

主要成分含量（每 100 克含）：碳

水化合物≥70%，钠≥3000 毫克，

牛磺酸≥110毫克 

规格：最小包装需袋装，每盒或每

瓶不少于 30袋用量 

金桔味 

6克×30袋

/盒/30盒/

箱 

4 

包三： 

拟成交供应商名称：北京万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功能 参数 规格 数量 

心脏宝 
帮助修复受损的心肌细

胞；促进细胞能量稳态与

细胞生命活化；消除自由

基等。 

每粒含 Q10 200 毫克，卵磷脂 50

毫克等。采用低温、提纯、微生物

发酵技术的封闭油基胶丸，确保酶

的活性，并功效长期稳定。 

30粒/瓶 24 

肠胃宝 综合调理肠胃系统，提高

免疫力。 

超高含量活性菌（每片 60 亿乳酸

菌）、菊粉等，采用食用黄原胶缓

释技术。常温储存可保持高效活

性。 

180片/瓶 20 

海默醇 有效提升血色素，生物利

用度高，罕见肠胃副反

应。 

含 100% 血红蛋白铁。 120片/瓶 80 

纯化野生蒺藜皂甙 
提高自身睾酮分泌，促进

机体合成，加快疲劳消

除。 

每粒含纯刺蒺藜提取物 625 毫克。 90粒/瓶 160 

包四： 

拟成交供应商名称：北京奥体创合体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功能 参数 规格 数量 

安通感运肌酸营养补

充剂 

增加肌肉力量，提高爆发

力，增加瘦体重；降低乳

酸堆积，促进 PH平衡；增

强韧带组织细胞坚固性，

减少高强度运动时发炎症

每粒胶囊含：一水合肌酸 800毫

克，L-蛋氨酸 50毫克，维生素

c50毫克 

180粒/瓶 60 



状。 

EFS 甜叶菊营养粉 吸收快，减少口腔粘膜刺

激；有效预防脱水和肌肉

痉挛，促进身体维持稳定

的能量代谢；有利于维持

血糖浓度，支链氨基酸有

利于减少骨骼肌的能量消

耗，防止骨骼肌分解，并

对缓解中枢疲劳有明显的

调节作用。 

每份（32克）含：碳水化合物 24

克，维生素 c120毫克，1160毫克

总的 5种电解质配方（钙，镁，

磷，钠，钾），苹果酸 700毫克，

氨基酸配方 2000毫克（亮氨酸，

L-谷氨酰胺，异亮氨酸，缬氨酸 

800克/桶 120 

交付期及交货地点：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个日历日内将全部货物交付指定地

点。 

单一来源理由： 

1、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对于运动员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从各个层面进行多方位多

角度的宣传教育工作，最大程度避免运动员误服误用不安全的营养食品问题，防止损坏运

动员健康。所以，从运动员食品安全高于一切的角度出发，选择一家或多家生产资质齐全，

生产流程规范，产品质量安全的营养食品企业尤为重要。 

2、上述企业是入围“2019-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营养食品采购目录”企业，入

围产品品种多，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产品在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管理中心及

运动项目中广泛应用，全国各省、市运动队中也长期使用，产品质量被一直认可，多年来

未出现任何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我中心也多年来与上述企业合作，产品以其性价比高、口

味丰富而受运动员欢迎。上述企业长期合作的委托加工企业均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NSF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认证资质，可以有效

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国产原料依据国家标准原则采购，进口原料需具备 CIQ，COA相关报

关手续。生产环境、流程规范，定期用臭氧杀菌并做空气洁净度的检测，定期做设备及场

地的杀毒，保持 10万级以下的洁净生产车间（国家生产要求食品生产条件是在 30万级以

下），多层环节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鉴于以上情况，为确保我单位运动员食品质量安全和长期使用的连续性，根据《政府

采购法》第 31条相关规定，本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1.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如

三证合一，提供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即可）。 



1.2 财务状况报告：提供 2018或 2019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开户银行所出具的

资信证明。 

1.3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提供 2019年以来其中一个月的缴税证明

材料复印件（依法免税企业，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和提供 2019年以来其中一个月的缴纳

社会保险费证明材料复印件或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清单或银行出具的汇款凭证

（无缴费记录的，应提供由社保部门出具的《依法缴纳或依法免缴社保费证明》。 

1.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自

拟）。 

1.6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

时提供开标前的信用查询截图复印件【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1.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扶持中小企业政策：评审时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享受 6%的价格折扣。残疾人福利

性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财库[2011]181号、财库〔2014〕68 号） 

2、节能政策：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政府部门公布的节能

清单中所列的节能产品。 

3、鼓励环保政策：在性能、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政府部门公布的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所列产品。 

4、本项目支持信用担保。 

七、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0 年 5 月 23 日 0 时 00 分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 23 时 59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3 、 方 式 ： 供 应 商 凭 CA 密 钥 登 陆 “ 河 南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http://www.hnggzy.com）”按网上提示下载采购文件及资料。 

八、投标截止时间（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10 开标室。 

3、加密电子响应文件须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www.hnggzy.com）”电子交易平台加密上传。 

九、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第 10 开标室。 

3、本项目采用远程开标，供应商无需到达开标现场。开标时供应商应登录河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不见面服务系统，使用 CA 数字证书在规定时间远程解密，未在规定时间内

解密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十、发布公告的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在河南省政府采购、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 

十一、联系方式： 

1、采购人：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南湖西路 139 号  

联系人：葛老师  

联系方式：0376-6396982  

2、采购代理机构：河南广电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五路 2 号 

联系人：唐老师 

联系方式：0371-65887848 

                                              

                                                      

河南广电招标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