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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印刷单位服务承诺
发布时间: 2019-01-18

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
刷

分包一
1.     南京人民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1．设立专线服务电话：83695270、57166760，保证做到采购商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按采购商的

要求免费上门服务。

(联系人：陈世华 手机：13801590977；朱春荣  手机：13813965626)。

2．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3．对采购商的印刷加工业务建立用户档案，实行三单(审批单、送货单、发票结算单)合一管理，开展跟

踪服务，不断征求客户意见。

4．每季度结束前十日，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严格做好采购商所有加工印料的保密工作，建立健全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

印刷残次品销毁等管理制度。

6．发生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用户责任，本公司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2.南通市现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市现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承印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

招标项目服务承诺如下：

1、严格认真地遵守和执行项目招标文件”“第四章：项目需求”项下“第二部分服务要求”的全部内

容。

2、我公司保证贵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

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3、我公司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

供上门服务。

4、对承接的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

户核算。

5、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

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

报表。

6、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现。

7、保证在承印具体印刷业务时不收取急件加价费用。

8、投标人可提供的其他服务。、

交付时间：48小时内。地点：客户指定地点。

验收方式：客户按规格、数量、质量进行验收。

违约处罚规定：逾期交付订单时，每逾期一天，承揽方应按订单总价10%的标准，向定作方另支付违

约金。

9、严格遵守送印方规定的货款结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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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公司对产品送达至接收单位需经接收单位人员清点货物数量和种类确认无误后，签字确认，确

保符合送印方验收要求。

11、我公司提供产品，完全符合技术规格及质量要求，送至指定地点并安排人随时接受抽样检查。配

送：按照用户规定的时间免费搬运至各接受单位的库房，配送到指定的地点。

12、货品出现任何问题，客户只需电话通知，我方即无条件换货，用户满意率100%。

13、加强销售管理,对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建立完善网络，严格执行用户不少于每年二次的定期走访

制度。

14、我方在此承诺，如获中标，保证按招标文件第三部分《合同书》中的条款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采

购合同价格在合同执行期内不变，并愿意接受合同执行相关规定的原则，按需调整我方供货。

15、我公司提供所有的服务内容，均外于合法遵规的范围。

16、我公司在合同期内，关联人员发生任何变更，随时通知采购人，便于及时计划管理。

17、我公司对于采购人的所需印量，不管多少，一如既往服务于采购人。

18、根据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了解客户意见及个性化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对客户提

出的合同以外的其它要求，我公司也将全力予以配合，力求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多的省心服务。

19、我公司同意签署并遵守履行《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

印制服务项目采购合同》全部条款。

除送印方要求外，我公司还承诺将做到以下几点。

 

1)配送：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按采购供给计划，按期及

时准确，优质高效快捷地配送运输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2)总价：项目总价：包括买方需求的货物及服务的价格、质量保证费用、培训费用及售后服务费用，

项目在指定地点、验收所需费用和所有相关税金费用为完成整个项目所产生的其它所有费用。我公司同意

并执行项目总价，不另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3)生产：与直接用户签订合同后，按招标采购人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所有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

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印制生产，并按采购人的配送数量计划、指定地点供货。

4)结算：报价包含履行合同所有相关服务所需服务费用，如运费等。并包含所有税费。按合同约定办

理结算。

5)技术：公司保证所有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印刷品符合

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满足用户要求，内容无误，材质无误、纸张平滑，墨色均匀，页码正

确，尺寸划一，装订整齐，包装结实，标签准确。没有通过用户验收或在后期使用中表现出来严重的潜在

性缺陷，我司承诺及时更换，并负责用户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6)质量：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货物性能、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保质期

内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实施无条件更换、退货，承担费用。

7)验收：公司提交完整货品验收方案并按方案验收，确保符合招标采购人要求。依据招标文件规定的

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提交货物进行初验、抽检，交货前全面检查和整理产品验收文件并列出

清单，遵守现场初步验收规则，接受资质检测机构质量检测，承担检测费用及相关责任。记录相关信息。

8)管理：加强客服管理, 建立完善使用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

刷信息管理系统应用服务网络，对客服前、中、后实施服务，严格执行定期走访制度用户，每年不少于二

次。

9)服务：为保持与招标采购人随时快捷方便的交流与服务。公司派专人每月或每季一次上门与用户进

行相关服务质量专题交流，征求用户意见建议，改进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江苏省2019年-2020年度省级

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产品售后服务，客户只需电话通知，公司一小时内响应，服务到位，

实现用户满意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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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联络：公司邮箱地址：modernprinting@126.com(工作日专人负责)

公司电话：4008280908

联系手机：冯雪莲(电话号码：13186570215)(24小时开通)

金  健(电话号码：18860971974)(24小时开通)

马 丽(电话号码：15996559864)(24小时开通)

11)质保期：质保期为10年以上。

 

专题响应，谨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盖公章)：南通市现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2018 年12月26日

 

3.南京票据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我公司保证按照2019-2020年度江苏省省级暨南京市市级(含部分区)

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服务项目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不断加

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完善、优质的印刷服务。特作如下承

诺：

一、基本服务承诺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保证承印物品的制版、印刷、装订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

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所提供的工艺标准为氧化锌制版的印刷品质

量标准，不低于投标时所提供的印刷样品质量标准。

3、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

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4、指定专人管理承接的印刷业务，并建立用户档案，单独进行账、

表、单核算管理，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

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按招标文件和采购人的需

求及时报关相关报表。

5、对承接的印刷业务设立专门的印制、装订生产车间和成品、不合格

品、备品、专用纸张等专用库房，专用库房应具有防火、防盗、防潮、防

虫、防鼠咬等“五防”措施。

6、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7、定期开展各送印方对我公司的满意度测评，不断完善服务质量。

二、印刷质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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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纸张材料：原材料上机前，由品保部对其进行检查，包括纸张品

种、克重、厂家，表面是否变形、复写是否正常等相关纸张材料进行检查

检验，确保符合规定和要求，核对无误后质检员签字确认方可上机调试。

2、印刷：对承印的物品严格按投标时所承诺的内容进行服务，纸张品

质符合送印方的要求；所有印刷成品字迹清楚、墨迹饱满、颜色无偏差、

规格尺寸准确。

3、包装：成品包装后由专人负责承印物品的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入

库，每箱内均放入一张注明检验员编号的合格证，包装箱外印有产品名

称、批号、规格、数量、生产企业、出厂日期以及 “小心轻放”、“防

潮”等标志。

4、品保部质检员负责产品的全程抽检，对成品数量和质量进行全面准

确的验收后入库，印刷过程到成品入库均采取防潮、防虫和防火等措施，

以确保承印物品符合招标文件中技术规格的要求。

三、安全保密方面

1、所承印的产品全部内容及设计方案等所包含的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

属于送印方拥有。我方不得私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与本产品有关的任何

内容、方案和设计。

2、对送印方提供的信息以及所有印刷品的内容，都予以严格保密，对

印刷的所有工序指定专人监督和管理，做到印刷内容不外传，印刷文件不

带出工作区域外。印刷完成后，对所有工序中有可能泄密的各种材料及时

销毁，并对储存在电脑里的文件进行永久删除。

3、为了更好的加强公司政府采购业务印刷、配送过程中的安全等问

题，我公司自进厂区大门外及厂区内多方位安装了监控设备，尤其生产车

间均配置360°监控摄像头，且特别为公司自有配载货车配备了GPS定位监

控系统(如下图)，可实时掌控配送情况、配送状态，及时跟踪了解产品的

在途状态。

四、服务时效方面

1、服务时间：随时(含节假日)接收送印方的审批单，并严格按照审批

单上注明的要货时间按排生产。

2、加急订单：我公司生产车间采用24小时轮班工作制,如遇有紧急供

货需求，按急件处理，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与贵公司联系，确认样张及产

品相关要求，根据订单的要求交由公司生产部，第一时间安排生产，保证

及时供货，生产过程品保部质检员全程抽检。

3、工艺设备部专人负责生产现场的设备维护，24小时跟班生产，随时

排除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确保设备始终处于正常状态，全力配合完成政

府采购业务的特殊需求。

五、价格方面

1、在保证印刷质量的前提下遵循价格最优惠原则，保持价格相对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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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刷费用均已包含纸张费、印刷工费，我公司保证不再增加其他任

何额外费用。

3、我公司至少提供三次免费上门送校服务，并确保校对差错率不得高

于万分之二。

4、我公司提供优质平价的印刷服务，在印刷行业中提供较低合理的价

格服务，坚持“服务至上，价格从优”的原则。

5、政府采购业务的具体印量以审批单为准，严格按照对的投标报价执

行。

六、售后服务方面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

2、发货前对政府采购业务印刷的质量、数量等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

验，并确保包装完整性。

3、由专人负责政府采购业务并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

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

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

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4、我公司保证实现问题反馈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给予答复并承诺

解决问题的期限，按贵公司的要求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公司内部对质

量问题召开现场会，实行“三不放过”原则，即：“不查明原因不放

过”、“不吸取教训不放过”、“不予以整改不放过”。

5、如遇因印刷质量或运输造成的产品问题，处理费用全部由我公司承

担。

七、运输服务方面

1、我公司配有自备运输车辆，足以确保将货物及时安全地运输到各分

公司指定地点，且送货人员经验丰富，能够主动将产品按号码、箱号排序

上架摆放整齐，以便产品管理人员发放时能够方便简捷。

2、我公司投标报价中包含运输所发生的运费、保险费等全部费用。

3、运输途中，若发生盗窃、遗失、火灾、水渍和污染等情况造成产品

毁损灭失的，由我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所有责任。

八、制定应急预案

1、对于需求量集中、用量规模大的产品及时组织售后服务小组组员划

分区域，根据客户的需求，上门服务，认真解决客户临时提出的各种问

题。

2、突发性质量事故应响应及时：接到反馈，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由分管

领导带队、到达现场、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属本厂责任

的，无偿作出补救措施，在最短时间内给客户以最满意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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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贵方对我公司的关心和厚爱，特做出以上承诺，请贵方在日常实

施过程中给予监督，承诺中未尽事宜将与贵方另行约定的要求执行，我们

将全心全意为贵方服务。

 

九、增值服务方面

为了确保本项目的更好实施，我公司将提供下列优惠方案：

(1)无偿提供新产品设计、打样服务及纸质成品样张。

(2)无偿提供各类产品的检验、测试、小批量试制等服务。

(3)无偿提供新产品研发的各项配合，包括设备、场地和人员的提供。

(4)无偿提供现有产品的工艺技术改进，提供合理的建议。

(5)无偿提供各种保密产品和过期产品的销毁服务。

(6)无偿提供产品临时仓库、周转场地等，且保证安全。

(7)提供其它各项力所能及的免费服务。

 

4.    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
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创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90年代初就致力于财政、税务、交通、银行等印刷

服务，多年来在印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一直以真诚的态度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优

质的印刷服务。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南京江宁东山工业集中区，占地30余亩，交通便利。同时为了更好的服

务客户，公司在主城中心洪武路359号福鑫国际大厦设立了经营部，便于我们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公司除完全响应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项目的服务要求外，

同时还承诺以下服务：

1、公司成立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服务专项小组，由总经理

石耀东担任组长，副总经理许斌任副组长，业务、采购、财务、生产、质检、仓储、物流、安保等部门经

理任组员，统一指挥，强化管理，确保服务快捷、准确、顺畅、高效。若本项目印刷产品与其它印件发生

交期矛盾，公司将优先完成本印刷产品。设立“绿色通道”以确保定点印刷产品保质保量按期交货。

2、无论委印业务量大小，均优先为其服务。如有特殊情况需加急交货的，公司将全力以赴，努力完

成，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要求。并承诺所有加急印件均不收取任何加急费用。

3、公司配备5辆密封、防潮、防火并加装GPS监控设备的专用车辆运送印刷成品。每辆车标配两名押

运人员，按要求将货物沿指定路线送达指定地点，并与接收单位人员当面清点货物数量与种类，清点无误

后由接收单位在送货单上签字验收。货物送达按接收单位要求码放堆叠整齐，送货人员统一着装，文明礼

貌。

4、生产过程中，公司要求各道工序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加强产品首检、自检，抽检及出厂检验，坚

决杜绝不合格品流出工厂。同时保证随时接受委印部门的抽查检验，随叫随到，现场接受抽检并确认。如

抽查中发现有因我司印刷工艺缺陷及管理缺失所造成的质量问题，我司将无条件退换货，并承担相应的经

济责任。

5、公司指定专人管理承接本印制业务，单独进行账、表、单核算管理，单独建立用户档案，内容包

括：承印通知书、生产通知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等，并开展跟踪服务。

6、公司针对本项目制订完善的运输、配送、交货、验收方案及售后服务制度，成立专门的售后服务机

构，落实相关部门的具体服务人员及职责。建立产品质量及时跟踪反馈机制，设立24小时专用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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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突发事件时，确保响应及时、处理得当。

7、公司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廉政工作．杜绝腐败现象产生，不用任何不正当手段竞争。

8、委托单位可以自购纸张委托印刷，单独按印刷工费进行结算。

9、办理结算手续时，我单位将提供《定点印刷核价单》、纸张进货发票复印件、纸张下料单、生产任

务单、并按要求提供每吨纸与令数换算方法、令数单价以及印刷该产品所耗用的令数或印张数。

 

5.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保证在中标的分包范围内提供经营

服务。

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13805180391,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

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除响应以上招标文件基本要求以外，我公司还提供以下特别服务承

诺：

1、成立“机关定点印刷服务组”，总经理任组长，亲自协调并监督定

点印刷业务的执行情况，确保流程畅通。 

2、对送印方的定点印刷业务，提供免费的印前设计及文件处理，免费

送稿样上门，并按送印方的要求进行校对修改，不另外收取任何费用，直

至送印方满意。

3、如送印业务逢节假日或急件，我方不另外收取任何加急费用，并确

保印刷业务的按时完成。

4、对送印方在我公司印刷当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保证在24小时内答复

和解决，直至对方满意。凡属我公司责任的质量问题，我方无任何条件退

货重印，如属送印方责任，我方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5、我方还可以根据送印方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邮寄等一系列的

后道服务，做到包装整齐规范，标签数量准确。

6、我公司将定期回访，及时反馈送印方的意见，及时改进我公司的服

务工作，设立投诉电话：13805171056，接受客户的监督与投诉。

7、积极做好送印方印刷品工艺流程的把关审核，杜绝因工艺流程问题

而造成的返工现象和经济损失。建议送印方合理使用原辅材料，特别是对

特殊工艺的印刷品提出合理的工艺建议。

8、指定专人负责定点印刷业务数据的统计汇总工作，并按要求及时按

季上报定点印刷业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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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日  期：2018年12月26日

 

6.江苏工商印刷厂

    在认真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和积极响应招标文件中有关“基本服务要

求”的框架下，我厂承诺如下：

    1、未经送印方同意，决不将承印的印刷业务转包给其他印刷厂印刷。决

不向非定点印刷供应商或未在本厂发生印刷业务的单位(个人)代开发票。

    2、在中标允许经营的范围内，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确保送印方获得

优先服务的权利，享受“放心消费”的全过程。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

内，以“优质、高效、廉政、保密”的标准完成印刷任务。

    3、实行定点业务接待“首问责任制”，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成

立以总经理为组长，业务娴熟和政治可靠人员参加的“定点印刷服务领导

小组”，了解跟踪服务的效能。

    4、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均单独建立送印方的因素业务档案和账户，实

行“三单合一”(即：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管理。在

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按ISO9001要求，夯实印刷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印刷所用耗材，均符

合国家绿色环保标准。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或耗材不符合国家绿色环保标

准，保证无条件退货并免费重印，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6、无论业务量大小，均免费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和上门服务，校对差

错率决不高于万分之二。因急件等特殊情况，本厂不收取加急费用。送印

方自带纸张委托印刷的，只收取印刷工费。

    7、主动邀请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行业协会等相关管理部门，上门指导

和督查。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不以非正常

方式承接业务，杜绝腐败现象的出现。

    8、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18936009880、025-66601161。开通24小

时普通话“定点服务专线”：025-66601607。在北京西路6号701室设立

“定点印刷接待服务部”，配备2台专用车辆苏A83GM5、苏A6J1A3。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加盖公章)：江苏工商印刷厂

                      投   标   时   间 ：2018年12月26日

 

7.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我厂属省级机关全民国有单位，我们能够做到以下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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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厂长全过程负责接受送印方的任务，保证送印方有获得优先服

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在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

作。

2、经营科设专用服务电话(025-83606192)，厂长手机24小时开通(1

3776603116)，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24小时全

天候为送印方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经营科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的报价专人核算

费用，单独建立资金帐户。

4、经营科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单独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含审批

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

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负责生产质量的主任工程师全过程负责送印方任务的质量监控，生

产过程严格按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执行。

6、对涉密印件，严格遵守印刷厂制定的保密规定，按照保密工艺组织

生产，专人(保密员)负责涉密印件的收件、制作、印制、送货、销毁等需

要监制的全过程，决不会发生泄密事件。

7、对送印方提供的电子文档积极配合，并免费完成转换成印刷所需要

的版本。对送印方的成品负责按具体要求包装，免费送货到指定地点。

8、送印方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可随时向厂长投诉，电话：025-57713

944，手机：13776603116 (张云)。我们将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做出实质性

的回应。

9、若发生质量问题，是印刷厂问题，无条件包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

如果是客户原因造成返工，印刷厂只收取相应材料成本费。

10、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

出现。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8.    南京通保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我公司是南京市公安局下属企业，我们愿意以真诚务实的态度参与本次江苏省省级机关、事业单位 定

点印刷招标项目，并为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特做以下承诺：

1、本公司员工都居住在南京本市，可以全天候24小时待命，随时进入工作状态。

2、我公司为本次省级机关印刷定点印刷服务项目专设了项目经理一名：顾晓荣、手机18913833578

；另设24小时服务热线：印刷部经理刘晓云 18913867921，印刷部副经理汪雪梅18913867910，制作部

经理傅晓光18913876205；24小时传真电话：025-85477602。

3、我公司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

成印刷工作，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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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承印物品的制版、印刷、装订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所

提供的工艺标准为PS制版的印刷品质量标准，不低于投标时所提供的印刷样品质量标准。

5、我公司设服务专员，专人专车，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

费提供上门服务。

6、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建立专门的档案柜，单独归档处理，并定期清理，以保证印刷服务的高

效、准确。

7、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8、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9、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攻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10、定期开展各送印方对我公司的满意度测评，不断完善服务质量。

感谢贵方对我公司的关心和厚爱，特做出以上承诺，请贵方在日常实施过程中给予监督，承诺中未尽

事宜将与贵方另行约定的要求执行，我们将全心全意为贵方服务。

 

南京通保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9.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1、保证甲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与甲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

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业务人员接洽业务定稿后，并以最快速度传

送到公司，公司有专门的宿舍给员工住宿，稿件到公司，员工都全部上

阵，以最快速度完成，每次公司生产，经理亲自把关，认真仔细完成每笔

政府采购任务。

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甲方的各项要求，

免费提供上门服务。而且每人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业务员。公司为客

户配备专职业务员专人专车24小时服务。接到定点印刷业务后，必须及时

安排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进行印前电子文件的检查、修改，主

动与工艺部门联系，落实好印前拼版发排工作。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由专人财务负责。单

独建立客户档案，即客户资料(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业务特点、注

意事项)，每批印刷送印单、结算单、发票复印件实行“三单合一”管理。

专人负责整理定点印刷样品，进行保管。

4、对甲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送印单、结算，实

行“两单合一”生产，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结束后十日内，向市政府

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生产部门务必配合各部门工作，负责印刷管理工

作，优先安排定点印刷业务，并及时跟踪生产进度，确保定点印刷业务按

期完成。生产部经理必须不定期检查，总结印刷质量管理工作，及时进行

调整。按期及时制作业务报表，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行政机关

政府埰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定点印刷相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甲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

现。

为了做政府采购印刷业务增加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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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较大的定点印刷客户，在原价格基础上，再优惠10%-30%。

7、对公文格式不清楚及需要技术服务的客户，主动提供相应的咨询和

服务。

8、定期走访客户，征求意见，并设有信息反馈表，不断追求客户满

意。

9、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分发、邮寄等一条龙服务。

10、按照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认真贯彻“做一流产

品，行一流服务”的质量方针，满足顾客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始终把顾

客利益方在首位，确保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让顾客满意。工艺开单部门在接

到定点印刷业务后，选择优质材质，安排技术能力强的生产班组进行生

产，详细标明生产工艺、装订方式、打包要求、注意事项等，确保生产顺

利。对于特殊工艺，需与各部门及时沟通联系，及时提供合理化建议，确

保产品质量和交货日期。对于定点印刷业务中的产品质量问题，经营部门

要及时与客户和生产部门保持联系，及时查找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做好返

修或重印各项工作，帮助客户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直到客户

满意。经营部门不得利用不正当方式承接定点印刷业务，经营部门主管必

须及时对每批业务进行跟踪服务。

11、积极做好送印单位工艺流程把关、审核、杜绝因工艺流程造成浪

费，合理建议印刷品原材料审定。质检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按照质

量管理体系要求，所有定点印刷业务的产品必须在出厂前进行成品检验，

确保合格的产品出厂。

12、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保证无条件退货，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2

4小时开机13705175886。

13、质量管理实行与经济挂钩的奖惩办法，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互相配合，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定点印刷工作的管

理，鼓励多提合理化建议，完善针对定点印刷的内部管理制度。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0.南京新龙飞实业有限公司

1、忠实履行本公司服务宗旨：“质优价廉、服务周到、交货及时、送

货上门，保证送印方(客户)满意”。

2、应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

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3、因为本公司经营用房是法人自有房产，且在城区主干道中山北路21

6号靠近山西路地区，节约了很大房租成本，节约了送货、接单交通运输成

本，故本公司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为广大客户服务，真正做到质优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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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绝对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

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并且承诺我们承接的印刷业务

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5、设有专线服务电话(025-83437053)，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

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6、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7、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8、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9、对送印方急需的急件印刷业务，本公司不分节假日、不分昼夜、全

天候24小时积极配合，采取紧急得力措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且不加

价。

10、配有专车专人负责送印方印刷品的接单，免费送货到市内指定地

点。

11、在送校过程中，本公司免费上门送校，不论多少次，直到送印方

满意为止。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新龙飞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1. 南京玉河印刷厂
南京玉河印刷厂的服务承诺如下：

1、玉河印刷厂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

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保质保量完成印刷工作，

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玉河印刷厂设专线服务电话：84806386，专人联系，专人接待，

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及免费

送货。

3、玉河印刷厂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玉河印刷厂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具有

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

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

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相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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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玉河印刷厂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

止腐败现象出现。

6、玉河印刷厂承诺不收取送印方的任何加急费用。

7、玉河印刷厂承诺做到印刷用纸与样纸一致，印刷墨色均匀、图

文清晰、装订牢固，符合质量标准并满足送印方的需求。

8、玉河印刷厂承诺签订合同后，未经送印方同意，不擅自将印刷

业务及其相关服务转包其他印刷厂。

9、按照GB/T19001-2008/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认真贯

彻“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确保顾客的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得到确定并予以

满足，从而实现顾客满意的目标！”

10、玉河印刷厂承诺定期回访客户，按照时间、质量、服务三要求

征求意见，随时进行改进，使双方合作规范及愉快。

11、玉河印刷厂有健全的保密制度，承接的保密书刊印刷严格按保

密工艺进行。涉密废纸及印刷胶片严格按国家保密规定送南京市保密

局指定地点销毁。

12、涉密产品电脑制作在专用涉密电脑室制作，电脑1人1机并加

装保密管理系统与视频干扰器，严禁与外网联接。安装监控探头，防

止泄密事件发生。

13、印刷、装订工序安装监控探头，安排专人值班，确保产品保密

安全。

14、保密仓库由专人(2人)严格管理，并认真填写入、出库单，审核由

厂领导签字。涉密产品提供保密仓库存，双门双锁，并有监控设备监管。

15、按照环境管理体系及中国环境标志产品的要求，认真贯彻国家

法规，实行绿色印刷，关注生态，重视环保，使玉河印刷厂在创造经

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绿色、生态最好环境，为社会作贡献。

16、玉河印刷厂配有二辆军车，随时满足客户的送货要求，不受时

间、地点的限制。

 

投标供应商全称(公章)：南京玉河印刷厂

   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2018年12月24日

 
12.南京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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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机关单位，我公司充分总结服务经验，建立了完

整、科学、合理的服务流程和方案，以下为具体服务方案及承诺：：

1、确保定点印刷送印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

配合，迅速、准确、优质、保密地完成印刷任务；

2、我厂为国家保密资格单位，涉密材料在保密室或保密车间，并在涉

密信息系统上独立完成；

3、设置“定点印刷项目经理负责人”，由总经理李晓琳负责，抽调业

务、技术骨干高雪梅、裴昌洪等10人组成，设立专线服务电话：13914762

121、13813878809、13505147378、83124067，实行24小时响应定点

客户需求；

4、无论业务量大小，保证随时响应定点印刷送印单位合理要求，并免

费上门接稿、上门送校稿、上门送货；

5、对政府的大型会议，派专业技术人员和联络员上会保障。如党代

会、人大、政协会议，保证会议材料及时、准确、保密地完成；

6、对承接的省、市机关定点印刷业务，将由专人负责用计算机进行统

计分类管理，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7、建立用户档案，实行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三

单合一”管理；

8、对定点印刷业务，按照ISO9001标准进行现场质量管理，确保产品

质量。

9、投标人承诺按招标文件和采购人的需求及时报送报表；

10、廉洁自律，绝不靠任何不正当手段赢得用户，杜绝印刷业务腐败

现象的出现；

11、在电脑排版、设计、制作过程中，免费上门送样，无论次数多

少，直到客户满意定稿；

12、在承接的社会印刷业务和定点业务发生冲突时，我公司承诺放弃

社会业务，确保定点业务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13、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客户责

任，本单位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14、对批量大的定点印刷客户，为客户提供无条件协助服务，根据客

户需求提供分发、邮寄一条龙服务；

15、所有印刷品从接单、排版、制版、印刷、装订、包装、运输、验

收及存放的全程管理都有专人负责；在与其他单位印刷品生产发生冲突

时，绿色通道将保证定点采购方印刷品对公司各项资源的优先使用。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日  期 :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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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南京科教印刷厂有限公司

1、保证优先承接政府部门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印刷质量符合国家印刷行业的质量标准和甲方要求，积

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在送印方规定的时间内，按时按质完成印刷工作并配备专车无偿送货到指定地点，

让客户满意。

2、作为建邺区教育局校办印刷厂，长期为机关学校服务，积累了丰富的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服务的经验，熟悉国家机关各种文件的印刷要求。如客户承印上级机关的转发文件，能根据文件稿翻

版印刷，不需校对，与原稿印刷效果完全一致，让客户放心。

3、设有3部专线服务电话52206742、52257751、52261127，及3部手机电话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

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并做到不厌其烦。

4、对承接送印方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立帐核算，并在每季度结束前10日，向省级行政机关政府采购

中心及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并开展跟踪服务。

6、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现。

7、有健全的保密制度，凡涉密文件的印制过程有专人全程负责，及时清理、销毁涉密废纸、废片，保

证密不外泄。

8、有完善的财务制度、管理制度、各道工序的岗位责任制度，确保送印方的业务快捷有序的完成。

9、对送印方的急件印刷业务，本公司积极配合并采取有力措施，24小时全程专人负责，按时、保质、

保量地完成任务，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0、对送印方在印刷业务方面所有的服务我们保证做到热情、周到、快捷，一定让客户满意放心。

 

南京科教印刷厂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18年12月

 

14.南京金东环印务有限公司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在响应招标文件基本要求外，我们作出以下服务

承诺：

1、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采购合同》，合法经营，按章办事，自觉维护各委印单位及省采

购中心利益。

2、不论委印单位业务量大小，保证积极主动方配合，提供优先服务。公司设立政府采购业务小组，由

副总经理任小组组长，配备4人负责专项管理，配备2辆专车，优先保证定点印刷品需求，且不超出中标范

围经营。

3、设有服务电话：52163420，52161507,开通24小时服务手机13851607978，18951954927。只

要委印单位提出要求，免费派专人到委印单位提供服务，并按委印单位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委印任

务。

4、承接保密印件，将严格按照《保密法》相关要求执行。

5、承接委印单位的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独立核算；按投标报价计算、做到准确无误。

6、根据委印单位的承印单建立印刷业务用户档案，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按要求及

时向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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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免费运送印刷品到委印单位，并按委印单位要求储放好印刷品。对印刷量大的印刷品可免费储

放在公司仓库进行保管，待需要时送货。

8、如委印单位验收发现是我公司造成差错的印刷品，公司将无条件接受退换货，并及时为委印单位重

印补赔，如果造成委印单位损失，我公司全价赔偿。

9、拒绝委印单位与印刷服务无关的不合理要求。做好对委印单位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事件的发生。

10、设立总经理投诉热线：13905195627，接受委印单位的任何质量投诉，并随时给予明确答复。总

经理定期回访客户，了解客户对印刷质量的要求，动态管理委印单位印刷品库存，做好预前服务。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5.南京华文实业有限公司

1.本地化服务方案

我公司秉承“出色源于专业、诚信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将竭诚为省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提

供优质服务，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同时，承诺如下：

1、公司总经理统一协调公司生产和管理部门，进一步提高效率，确保印方获得优先支持，并设立专职

客服人员及电话，提供7×24小时全程对接服务。

2、公司在南京市设有成贤街店、奥体店、苏交科店、水西店、方山店、中山坊店、江北店、凤凰店、

徐庄新华柏店、桥北店等十家门店，分布合理，交通快捷便利，门店均设有服务热线，在职员员工约120

人，为项目服务提供了丰富的设备、技术和人力资源。各分店地址及负责人见附件1。

3、公司将在ERP系统中对送印方印刷业务建立详尽的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含有审批单、送货单、发

票复印件及印刷样本，严格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对每项服务进行全程跟踪，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

向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报表。

4、完善质量控制流程，印件统一按国标执行，确保色彩均匀统一、套印准确、整洁、无划痕；由专人

对印件进行质量检验，出现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立即组织人员重新完成印制工作。因质量原因造成

印品无法使用的，我司将承担印方相应损失。

5、所有加急印务，公司将全力保证按质量标准和时间要求完成，不另收费。

6、作为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单位，我公司对于涉密印件，将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由保密人员负责涉

密印件的收件、制作、印制、送货、销毁等需要监制的全过程，杜绝发生泄密事件。

7、根据不同项目，公司开设专门账户，进行独立核算，指定专人结算费用。

8、公司设立专车、专人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按印方要求将印品送到指定地点，码放整齐，送货人员文

明礼貌、耐心周到。

9、协助有关部门严格做好廉政工作，不采用任何不正当方式承接业务，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10、主动要求及配合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行业协会等相关管理部门，上门指

导和督查；定期回访，及时反馈送印单位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我们的服务。

 

序号 店名
厂房面积(平

方米)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1 华文印刷厂 1850
南京市江宁区天旺路8

8号3栋
吴主任 1885170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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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华文成贤街店 837 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5

7-23号

董彩云 13813963101

附件3 华文中山坊店 166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

路532-1号B108
汪 洋 13951781423

附件4 华文苏交科店 150

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

东街8号苏交科科研大

楼北侧一楼

夏慧荣 13338600676

附件5 华文水西门店 165
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

大街223号苏交科一楼
章丽洁 15150509832

附件6 华文方山店 150
南京市江宁诚信大道2

200号苏交科
马庆文 17705174771

附件7 华文江北店 50
南京市江北新区药谷

大道9号中心
唐  骁 13815896513

附件8 华文新华柏店 80
南京市玄武区东杨坊1

31号
陈店长 025-84021083

附件9 华文奥体店 150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

街118-5号
韩立传 18761698470

附件10 华文桥北店 100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

北路110号，翡翠花园

8栋1单元门面房102室

童银玉 15298386553

合计 3698   

华文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工厂面积共 3698 平方米

 

16.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
1．省委、省政府及机关企事业单位送印文件、材料等具有优先服务的

权利，承诺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

刷工作。

2．设立专门的项目经理负责，领导机关事业部专门为送印方服务，设

专线服务电话025-83346050，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不论业务量大小，

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按客户

要求由专人专用车辆送往指定地点。

3．财务部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4．机关事业部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有审

批单、发印单、工艺流程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多

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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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6、承诺合同签定后，未经送印方同意，不擅自将印刷业务及相关服务

转包给其他印刷厂。

7、若产品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予以重新印刷，并上门道歉。

其他特殊服务保障措施：

1．我厂为国家保密资格单位，涉密材料在机密级的涉密机房和涉密信

息系统上完成，并严格执行保密要求和保密印刷流程，认真填写保密跟踪

单。

2．文件业务设绿色通道——机关文印部，实行24小时值班制。

3．提供优质的接待环境、休息场所、体贴周到的一站式服务。

4．校对科免费提供文件内容、格式等校对服务。

5．对公文格式不清楚及需要技术服务的客户，照排科主动提供相应的

咨询和排版服务。

6．专门设立创意设计部，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前期设计或个性化设计服

务。

7．物流配送部确保2辆专车，提供24小时取、送稿及成品送货服务。

8．机关事业部定期走访客户，征求意见，并设有信息反馈表，不断追

求客户满意，不断改进印刷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9．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分发、邮寄等一条龙服务。

10．对批量大的定点印刷客户，在原价基础上，价格可再优惠。

11．对大宗业务定点客户，委派专人和配置专用设备提供驻点服务；

对大型会议(如省人代会)，委派责任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上会跟踪服

务。

12．对长期固定客户，市场部安排专人跟踪服务。

13．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认真贯彻“做一流产品、行一

流服务”的质量方针，满足顾客要求，遵守法律法规，始终把顾客利益放

在首位，确保本厂的产品和服务令顾客满意。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       期：2018年12月20日  

 

印刷工艺与各分项工费方案的完整性及科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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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简称苏创)由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刷厂投资

成立于1999年6月，原址位于鼓楼区宁夏路马鞍山1号。2015年因体制改

革，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划拨至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经资源整合，

本着“更专业、更精准服务客户”的原则，公司经营领域划分为“政务印

务服务”和“书报刊印务服务”两大特色板块。其中，政务服务在南京市

水佑岗6号办公，书报刊服务搬迁至南京市尧新大道399号凤凰印务基地

内。

    苏创系国家秘密载体定点复制单位，具有乙级保密资质，江苏省级机关

定点印刷单位，主要从事文件、期刊、报纸、书刊等综合印刷及图书出版

发行等工作。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秉承“服务政

治，以外养内”的宗旨，将“保密保安全”做为立命之本，无论是领导班

子，还是普通员工，都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服务的宗

旨。

根据ISO9001质量体系要求，结合我司实际情况，制定《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及一系列第三层次文件，并严格执行《印刷管理制

度》、《产品印刷技术方案》、《印刷工作流程》、《安全保密管理办

法》、《本地化服务方案》、《应急保障方案》、《关于政府采购印刷业

务的管理规定》、《全面质量管理考核制度》、《关于样张使用保管的规

定》、《关于加强原辅材料及废售物资管理的规定》、《印刷品库存管理

及产品交付规定》、《秘密载体印制工作的基本要求》、《承印保密文件

的交接销毁规定》、《业务与生产联系会议制度》、《关于加强生产调度

室建设的决定》、《涉密车间禁带的手机制度》、《生产交接制度》、

《进入涉密区域登记制度》等。多年来，未发生一起错、漏、拖印文以及

泄密事件，保密工作更是全国机关文印的成功典范，获得同行的广泛赞

誉。

   在搬迁过程中，苏创多次邀请江苏省国家保密局同志去现场指导，规划保

密操作车间，保密库房管理，并配置保密安全系统，安装监控等措施。由

于，注册地址发生变更，根据保密规定，省保密局对公司的保密资质进行

了重新审核，在全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通过现场审场。

苏创是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相结合的多元化印刷企业，拥有先进的HPI

ndigo5500数码印刷系统、奥西K6320双面数码印刷系统、奥西2110数码

印刷系统、罗兰705五色印刷机、高斯报刊高速印刷机、宝兰报刊高速印刷

机、高堡对开四色机、北人BB机、北人08机，好利用BQ-270E直线胶订

机、海德堡三面切书机、北人1890印刷机、北人骑马联动线、盟高配、

钉、折装订线等先进印刷装订设备和印刷操作系统，涵盖从商务策划—创

意设计—数据印刷—物流配送的一站式服务的全套技术装备，具有满足纸

质媒介、数码媒体、PVC证卡等多媒体产品生产能力，涵盖业务代理、创

意设计、出版发行、印刷管理咨询、图文及可变数据处理、会展服务等多

方面。

多年来，苏创注重人才培养和专业技能培训，尤其在为党政机关服务

方面总结了丰富的经验，目前，苏创现有人员共106人，其中研究生学历3

人，本科学历21人，大专学历65人，中专学历17人。管理岗位16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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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技术岗位75人，中级工以上覆盖率达72%，人均至少5年以上的工作经

验，是一批“肯吃苦、能战斗”的队伍。一直以来，随着客户对印刷品的

质量和时效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我们在各环节配备专业人员，24小时随喊

随到，满足客户的任何需求。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       期：2018年12月20日  

 
17.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我公司参加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招标活动。如我公司有幸成

为中标单位，特向贵方保证，所有设备、材料均为原厂合格产品、符合招标采购文件技术、性能、质量要

求的规定，并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送印方郑重承诺：

(1)基本服务

     1)我公司将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作为公司的A类客户单位管理，保证送印

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产品(绿色印

刷)标准组织加工生产，严把严控质量关，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我公司保证对送印方交印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校对差错率底于万分之二。

    我公司提供印刷服务时，制版、印刷、装订要求保证高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对承印的物品，严格按投标时所承诺的内容进行服务，纸张品质符合送印方的要求；所有印刷成品字迹清

楚、墨迹饱满、颜色无偏差、规格尺寸准确。

    我公司保证印刷所用材料是未使用过的合同承诺的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性能的要

求。确保按合同要求在规定的周期内完成印刷任务。

    我公司严格遵守工商管理规定，不超范围经营。

2)为了保证送印方的印刷服务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我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总经理钱军任组长，

为送印方提供24小时专项服务，服务电话13222900888。公司销售业务经理惠莉，具体负责与送印方业务

衔接，联系电话13606185211。专项工作小组人员随时响应送印方的要求，并按送印方的要求免费提供上

门服务。

3)根据印刷业管理规定，除严格执行五项规定外，还要按照甲方的要求，对承接的定点业务单独建立

账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

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八项规定”，防止腐

败现象的出现。

6)我公司印制的印刷品，如送印方发现有质量问题，我公司将无条件收回，及时更换符合产品质量标

准的产品。如有违约而造成不良影响，我方负全责，并予以经济赔偿。

7)我公司在接到送印方需要相关服务的函电后，在1小时内对送印方所提出的要求作出响应，4小时内

到达现场，并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毕，否则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我公司承担。

8)在产品的印刷加工过程中，始终贯彻落实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不将客户的知识产权，信息泄露

给第三方，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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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服务承诺

1、技术咨询服务：通过电话、传真、专业人员上门等方式，向采购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咨询服

务。

2、产品设计服务：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各类稿件的设计服务并提供样稿确认。

3、过程跟踪服务：派专人从产品咨询、设计、校对、制版、印刷、装订、送货、售后等全过程跟踪服

务。

4、特急优价服务：采购人特急件，不论平时和节假日，我单位免收加急费。

5、免费分发服务：承印的印刷品一律实行免费分发。

6、售后反馈服务：定期主动与采购人沟通印刷、服务质量。

 

18. 南京台城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本单位生产厂房和设备等都符合招标方规定的要求，业务部地处鸡鸣寺站地铁3、4号线出口，生产部

位于九华山站地铁4号线出口200米，交通便利，环境优越。企业管理严格，办事正规，收费合理。本单位

一直从事省市党政机关文印工作，引进世界顶级数字印刷设备，无论黑白印刷或彩色印刷、印量大小都可

以满足客户的需要，并负责送货上门。为了接受客户的监督，我们郑重提出以下服务承诺：

1、确保定点印刷送印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

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迅速、准确、优质、保密的完成印刷任务；

2、设立“定点印刷业务部”，由总经理任组长，抽调业务、技术骨干6人组成省级机关印刷采购服务

小组，配备专线服务电话和投诉电话、配备服务特快专用车辆，设立二十四小时服务。无论业务量大小，

保证随时响应定点印刷送印单位合理要求，并免费上门接稿、上门送校稿、上门送货；

3、对政府的大型会议和重要印刷采购业务，派专业技术人员和联络员上会、靠前保障，做到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集中人力、物力、财力，24小时加班加点，保证印刷材料高效、优质、保密、及时地完

成；

4、为提高政府采购印刷品的精品艺术，公司选用优质、环保的印刷耗材。

5、对承印的省政府机关定点印刷业务，将由专人负责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类管理，单独建立账户核

算；

6、对定点印刷业务，建立专门的用户档案，实行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三单合

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按时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申报有关报表，接受监督；

7、坚持内抓管理、外塑形象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为省级机关服务，廉洁自律，绝不靠任何

不正当手段赢得用户，杜绝腐败现象的出现；

8、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用户责任，本单位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9、我方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务。

10、设立总经理投诉热线电话：13813996528、83371067。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分包二
1.     南京人民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1．设立专线服务电话：83695270、57166760，保证做到采购商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按采购商的

要求免费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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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世华 手机：13801590977；朱春荣  手机：13813965626)。

2．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3．对采购商的印刷加工业务建立用户档案，实行三单(审批单、送货单、发票结算单)合一管理，开展跟

踪服务，不断征求客户意见。

4．每季度结束前十日，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严格做好采购商所有加工印料的保密工作，建立健全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

印刷残次品销毁等管理制度。

6．发生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用户责任，本公司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2. 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如我公司这次中标后，严格按中标

范围经营，确保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在北京西路附近水佐岗48巷设立电脑排版部，即设立“机关定点印

刷服务部”，由总经理负责，24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无论业务大

小，随时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并设立24小时服务电话：83734240、87723

942、87723941 ，24小时应急保障投诉电话：13913005578 朱美霞。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4、建立用户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样本，实行

专项“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

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做好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发生。

6、在电脑排版、设计、制作过程中，免费上门送校，无论次数多少，

直到满意定稿为止。

7、如遇到定点特殊紧急业务时，公司承诺将放弃社会业务，确保定点

业务的完成。总经理现场指挥与协调，各部门各自职责，有序、有效的完

成工作。

8、对定点印刷业务，按照IS09001·2008标准进行现场质量管理，印

前、印中、印后实行全流程管理、监控、分检，每道环节有专人检验过

数，确保产品质量不发生任何问题。

9、若产品发生质量问题，无条件及时弥补，如属用户责任，只收取成

本费。

10、开展跟踪服务，定期进行客户回访，随时听取意见反馈，不断改

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全年做到零投诉。

11、为送印方做好印刷品工艺的把关审核，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反

馈，提出合理的建议，杜绝因工艺问题造成的印刷品质量问题，以及造成

的返工带来的经济损失。

12、无条件为送印方提供会议协助服务，以及会议文件的装袋，印刷

品的分发、邮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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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 期： 2018年  12  月  12  日             

3.南京迅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我们愿以真诚的态度与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进行定点印刷业

务的合作，并提供24小时热忱优质的服务。除响应招标文件基本服务要求

外还提供相关服务承诺：

    1、我厂拥有南京市配置最高、最先进的对开小森进口四色胶印机及印

刷、印后全套设备为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提供办公、印前、印

刷、装订四位一体全方位服务。

    2、我们生产各部门主管全流程负责送印方的任务，保证送印方有获得优

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在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

工作，决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3、针对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业务制定专项内部管理

制度，确保产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采购方

的各项要求，并按采购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同时对产品实行跟踪服

务。

    4、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

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成立印制“定点经色快捷通道”，并

配合优秀的业务人员专项服务，设立专线电话(86653280)，24小时提供服

务。三辆专用车辆，无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定点单位的各项要求，免费

提供上门服务。

    5、为省级机关单位单独建立帐户及用户档案，产品信息跟踪、电脑化库

存及货物管理，用户档案中包含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

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一季度结束后一周

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时报送有关报表。

    6、对于采购方的任何有关服务、质量的投诉，虚心接受，并会尽快作出

明确答复。

    7、承诺在通知单上注明完成印刷的时间，因急件等特殊情况，印刷厂承

诺不收取加急费用。

    8、承诺对需要印刷的项目和收费标准在审批单上注明纸张规格 、克

重、品牌和数量，以及加工工艺流程，并列出纸张费和印刷工费。

    9、我们对送印方提供的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差错率不高于万

分之二，对送印方交付的样稿及时免费上门送样校对，按照不超过投标文

件承诺的报价和收费价格计算印刷费用。保质保量完成送印方各种印刷任

务，做到印刷用纸与样纸一致。印刷墨色均匀、图文清晰、装订牢固，符

合送印方的印刷标准。承诺做到在承接送印方的期刊、图书产品质量创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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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严格按照ISO9000-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对企业印刷全过程进行

质量监督。

   11、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

现，不用任何不正当方式进行竞争。

   12、送印方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可随时向总经理投诉，手机号：186516

78499(杨卫)。我们将在最快的时间之内作出实质性的回应。

   13、若发生质量问题，是印刷厂问题的，无条件包退货并承担全部损

失，如果是客户原因造成返工的，印刷厂只收取相应材料成本费。

   14、我方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了，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

务。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迅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4.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我厂属省级机关全民国有单位，我们能够做到以下服务承诺：

1、经营厂长全过程负责接受送印方的任务，保证送印方有获得优先服

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在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

作。

2、经营科设专用服务电话(025-83606192)，厂长手机24小时开通(1

3776603116)，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24小时全

天候为送印方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经营科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的报价专人核算

费用，单独建立资金帐户。

4、经营科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单独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含审批

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

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负责生产质量的主任工程师全过程负责送印方任务的质量监控，生

产过程严格按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执行。

6、对涉密印件，严格遵守印刷厂制定的保密规定，按照保密工艺组织

生产，专人(保密员)负责涉密印件的收件、制作、印制、送货、销毁等需

要监制的全过程，决不会发生泄密事件。

7、对送印方提供的电子文档积极配合，并免费完成转换成印刷所需要

的版本。对送印方的成品负责按具体要求包装，免费送货到指定地点。

8、送印方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可随时向厂长投诉，电话：025-57713

944，手机：13776603116 (张云)。我们将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做出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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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应。

9、若发生质量问题，是印刷厂问题，无条件包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

如果是客户原因造成返工，印刷厂只收取相应材料成本费。

10、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

出现。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5.    南京光芒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南京光芒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如能中标，对定点印刷服务项目承诺如下：

1、我方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

印刷工作,按合同签订时间交货，保证满足送印方印刷品需求。我方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并做到价格合

理。　　　　　　　

2、在价格方面，根据送印方的需求情况，公司提前储备原辅材料，做到原辅材料涨价，公司不涨价，

并承诺如原辅材料降价，公司也相应降价。

3、我方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

上门服务。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13851500880，13905181503刘其韬，13912993823方芳。

4、我方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5、我方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

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6、在质量方面，公司拥有完善的印刷质量管理体系，采用绿色印刷，购入环保设备，在保质保量的前

提下，对质量实行无限期三包服务。

7、提供的纸样、样品与成品一致，绝不弄虚作假，根据送印方需求，代发外地货物及其他分发印刷品

服务。

8、公司设有专用电脑室专人接收制作涉密文件，安装监控探头，做好保密工作，根据送印方要求，及

时销毁残次品样张、CTP版等，防止泄密。

9、公司配有3台专车，随时满足客户的送货要求，提供24小时送货服务。

10、我公司将定期回访，及时反馈送印单位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我们的服务，并设立投诉电话：13

851500880，13905181503，52334381刘其韬，接受客户的监督与投诉。

11、定期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投标单位名称：南京光芒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2018年12月20日 

 

6.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刷有限公司
我公司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承诺如下：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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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

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7×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025-85

334517,025-85332332,13655185208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

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

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

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6、质量方面，公司有完善的印刷质量监管体系。“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是公司质量管理工作追求的目标。在质量管理方面我们有一套行之有

效的管理体系来保证每个产品的质量，我们对质量满意的承诺充满信心也

经得住考验。

7、时效方面，时效是公司最具特色的优势。公司有能打硬仗的高素质

员工队伍，具有三台先进的CTP制版设备(方正系统)及罗兰、海德堡等10余

台印刷设备做保障，有完善的计算机ERP生产管理系统，有印刷、分发、运

输全方位立体化邮发途径，印和发一体足以证明能兑现时效满意的承诺。

8、拥有南京邮政平台将以发投、函件等专业局多方位提供服务和合

作。

9、以专业服务优势从设计、印刷制作、封装、邮寄投递等－站式全功

能优质服务

10、 以数据开发、安全保密、全网、经验、设备等优势做好承接与递

延服务

11、印厂地理位置处于城北交通便利地位(一桥、二桥、火车站、邮政

枢纽的中心地带)。

 

7.南京顺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1、我公司承诺保证委印方得到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

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生产和交付。

2、承诺保证不超出中标范围经管，承接印刷制作业务不分包或转让其

他印刷单位生产。

3、我公司设有专线服务电话四部：025-83682916、83683443、836

82876-609、13601462529(24小时开通)。对口业务经理接洽，不论业务

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按送印方要求免费上门服务。(南京市

内可在1小时之内到达，省内可在6小时之内到达)。

4、对承接的中标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5、对委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含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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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省政府采购中心要求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

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及时报送有关报表。

7、产品质量上我公司将积极按ISO9001质量标准要求，从原、辅材料

开始层层把关，控制，尽可能推广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原、辅材料，从印

前、印中和印后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做到不合格产品不流入

下道工序，残次品做到及时隔离和销毁。保证交到客户手中的印刷产品都

是符合质量要求的。

8、针对政府采购定点项目公司将由总经理亲自主管，由专业人员负责

接待，按洽相关业务，并具体落实到各个生产环节，确保政府定点采购项

目能够保质保量的及时完成。

9、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10、建立质量跟踪和售后服务信息交流，对因我方原因产生的质量问

题及时派有关人员上门服务，或在2个工作日内赔偿调换该产品，对不合格

产品不外流，及时销毁，按委印方时间要求及时将印刷产品送货上门，确

保送印方的产品使用。

11、对委印方急件印刷业务，本公司将采取积极有力措施，确保按质

按量按时的及时完成任务，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保证让客户满意。

12、我公司以诚信为本对承诺条款保证做到，以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质量使委印方达到十分满意和长期合作。

 

8.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

我们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原河海大学印刷厂)是省内印刷行业中连续近二十年获得省、市政府采购

中心组织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服务”项目招标的少数几家接连中标的单位；是省高校

唯独一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连续中标，并生存与发展下来的老牌国有高校印刷企业；也是在省、市及

高校印刷行业中获得过诸多荣誉的知名企业。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完全能够适应与满足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对定

点印刷服务的要求；用行动兑现了我们的承诺；用业绩证实了我们的实力；用诚信树立了我们的信誉。如

今再次参与竞标，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与水平，利用我们独有的高校企业的特点与优势，依靠我们几十年

树立的信誉；我们坚信只要这次能再次中标，定会不忘初心，继续兑现以下承诺，让广大客户满意放心。

(一) 认真贯彻执行省、市新闻出版局有关《印刷管理条例》，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在中标经营的范围内，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优先满足定点服务单位送印方的需要，及

时、高效、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印刷工作。

保障措施与能力：

1. 充分利用我们多年成熟的各项管理制度与岗位责任制，特别是针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定点印刷

管理制度》等制度来管理我们的工作。

2. 充分利用我们多年服务于省、市机关事业单位的丰富经验，安排综合能力较强、素质较高并经过培

训的专职人员负责，主动上门服务，对所接业务进行协调、安排、监督、检查、跟踪一条龙负责到底，确

保所承接的业务能及时、高效、顺利地完成。

3. 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员技术优势，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与提高。我厂属于高校国有企业，主要岗位都

是正式员工，人员稳定素质好，管理能力强，操作水平高，管理人员60%以上具有大专学历，并经过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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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操作人员90%经过高级工培训，具有高级工证书；95%以上的职工都具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保障

了产品质量的稳定，产品质量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4. 利用投资与更新设备提高效率满足客户需求。在学校的帮助与支持下，这两年学校又投资了30多万

为我们企业更新设备、完善设施，先后更新了胶装设备及数码印刷机，车间的生产布局进行了调整，安装

了监控设备与防盗网，改善了生产的环境，提升了我们的服务水平与能力。

(二) 不论业务量大小免费上门服务，开通24小时专人专线网络、电话服务沟通平台，做到快捷、周

到、便利的服务，随时响应客户的各项需求。

保障优势与能力：

①区域优势：我厂位于河海大学(本部)美丽的校园内，地处鼓楼区西康路，周边聚集着省委、省政

府、省公安厅等众多的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近在咫尺的距离、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我们与客户面

对面的沟通或急件需要成为可能，使得相互接触与交流更为便利、迅速。

②人员服务保障：为保证客户能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安排了经验丰富的专职人员利用手机、专

用电话、网络微信平台等(见下表)，保持24小时开通随时都能让客户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做到全方位、

全天侯的服务，及时解决客户的困难及燃眉之急。

 

针对本项目设置的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网络微信或QQ号

张爱萍 17705162758 83787387 3186670173@qq.com

 

③设备保障：我们配有专用的送货面包车随时可以送货上门，做到更快捷、更方便。

(三) 规范定点印刷业务的承接，建立单独帐户核算。

企业规范化运作是我们的责任，是对客户负责让客户放心的具体体现，我们企业的财务人员是学校委

派的，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与核算体系，起到了很好的督促与监督作用，促使企业按规范执行，按要求办

事。

(四) 做到由专职人员对定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由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组成的

用户档案，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并在每季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

报送有关报表。

(五) 积极开展客户跟踪回访服务，广泛征求客户意见，改进我们的服务，使企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

劲，让客户满意。

措施与方法：不定期向客户发放回访表(见下样表)，广泛收集各方客户反馈信息，针对收集的各种意

见与建议，进行归纳与分析，同时召开会议提出改进意见与方法，并将客户的反映做为年终考评的重要依

据。

 

省、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定点印刷客户回访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电 话  

   满意程度

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改进要求及建议

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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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质量

态  度     

及时性     

有效性     

交  

付

及时性     

交货期     

数  量     

其  他     

处理意见：

注：请在相应空格内打“√”                     客户签章：

 

 

(六) 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积极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

象的发生。

措施及方法：我们有严格的校级、处级、厂级三级财务管理制度，企业会计由学校财务处直接委派，

并由学校的审计部门经常性地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内部审计及监督，为企业筑起廉政建设的防火墙。同

时企业也经常性地对本单位业务与财务人员开展廉政宣传、教育、学习活动，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为

省、市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把好廉政建设关起积极作用。

总之，企业能在困境中前行，离不开省、市政府采购中心及各位专家领导的帮助与指导；离不开广大

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任；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我们将坚定地走改革创新之路、持续发展之路、诚实

守信之路、奋力拼搏之路，尽“洪荒之力”兑现承诺。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 (原河海大学印刷厂)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针对本项目设置的项目经理

 

针对本项目本企业设置了项目经理，为保证客户能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安排了经验丰富的专职

人员利用手机、专用电话、网络微信平台等(见下表)，保持24小时开通随时都能让客户及时与我们取得联

系。做到全方位、全天侯的服务，及时解决客户的困难及燃眉之急。

 

项目经理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网络微信或QQ号

张爱萍 17705162758 83787387 3186670173@qq.com

 

针对本项目设置的项目经理个人简介

     

姓    名：张爱萍

性    别：女

出生年月：196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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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1、1989年11月加入河海大学印刷厂(现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从事电脑排版工作；

2、1996年1月转入河海大学印刷厂(现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装订车间，从事胶包机工作；

3、2009年1月至今在河海大学印刷厂(现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业务部担任业务经理。

 

针对本项目设置的项目经理社保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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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京茂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我公司是集策划、制作、制版、印刷、印后加工服务为一体的商务包

装印刷企业。有多年为省、市机关单位服务的经验。全套的印前、印刷、

印后加工设备，完全实现一站式服务，规避了外发加工的质量风险，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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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海德堡系列印刷机更为我们的优质产品提供了有利地保障。公司地处

市中心建邺区南湖玉塘东街16号，交通便利。公司为能及时送货配备了三

辆中型货车。

我们郑重承诺：

1、确保定点印刷送印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

配合，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迅速、准确、优质的完成印刷工作，不

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设立“定点印刷服务组”，配备专线服务电话15850544090和投

诉电话13905165666、配备服务特快专用车辆，设立二十四小时服务。无

论业务量大小，保证随时响应定点印刷送印单位合理要求

3、配有专车专人负责送印方印刷品的接单、上门接稿、上门送校稿、

免费送货到市内指定地点；公司把信誉作为对客户服务的基本准则，让客

户在得到印刷品之前，就开始享受茂华的优质服务。

4、我厂在承接定点业务时，严格按送印方要求，制定印刷工艺流程，

对于特殊的工艺，我们及时提出合理工艺建议，确保产品质量。

5、对送印方急需的急件印刷业务，本公司积极配合，采取紧急得力措

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且不加价。

6、对承接的省、市机关定点印刷业务，将由专人负责进行统计分类管

理，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7、我们将进行定期回访，对产品质量、服务和交货时间的满意度进行

了解和沟通，随时按客户要求改进，使双方合作愉快。

8、对省、市机关定点印刷业务，建立专门的用户档案，实行审批单、

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三单合一”管理，跟踪服务，并按时向

江苏省省级行政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和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申报有关报表，

接受监督；

9、有完善的财务制度、管理制度、各道工序的岗位责任制度，确保送

印方的业务快捷有序的完成。按章合法经营，认真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

督和管理。

10、坚持内抓管理、外塑形象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为省、

市级机关服务，廉洁自律，绝不靠任何不正当手段赢得用户，杜绝腐败现

象的出现；

11、公司把高于印刷行业的标准和客户满意有机结合在一起，作为公

司的质量标准。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

用户责任，本单位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12、设立总经理投诉热线电话：13905165666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茂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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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

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创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90年代初就致力于财政、税务、交通、银行等印刷

服务，多年来在印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一直以真诚的态度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优

质的印刷服务。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南京江宁东山工业集中区，占地30余亩，交通便利。同时为了更好的服

务客户，公司在主城中心洪武路359号福鑫国际大厦设立了经营部，便于我们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公司除完全响应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项目的服务要求外，

同时还承诺以下服务：

1、公司成立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服务专项小组，由总经理

石耀东担任组长，副总经理许斌任副组长，业务、采购、财务、生产、质检、仓储、物流、安保等部门经

理任组员，统一指挥，强化管理，确保服务快捷、准确、顺畅、高效。若本项目印刷产品与其它印件发生

交期矛盾，公司将优先完成本印刷产品。设立“绿色通道”以确保定点印刷产品保质保量按期交货。

2、无论委印业务量大小，均优先为其服务。如有特殊情况需加急交货的，公司将全力以赴，努力完

成，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要求。并承诺所有加急印件均不收取任何加急费用。

3、公司配备5辆密封、防潮、防火并加装GPS监控设备的专用车辆运送印刷成品。每辆车标配两名押

运人员，按要求将货物沿指定路线送达指定地点，并与接收单位人员当面清点货物数量与种类，清点无误

后由接收单位在送货单上签字验收。货物送达按接收单位要求码放堆叠整齐，送货人员统一着装，文明礼

貌。

4、生产过程中，公司要求各道工序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加强产品首检、自检，抽检及出厂检验，坚

决杜绝不合格品流出工厂。同时保证随时接受委印部门的抽查检验，随叫随到，现场接受抽检并确认。如

抽查中发现有因我司印刷工艺缺陷及管理缺失所造成的质量问题，我司将无条件退换货，并承担相应的经

济责任。

5、公司指定专人管理承接本印制业务，单独进行账、表、单核算管理，单独建立用户档案，内容包

括：承印通知书、生产通知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等，并开展跟踪服务。

6、公司针对本项目制订完善的运输、配送、交货、验收方案及售后服务制度，成立专门的售后服务机

构，落实相关部门的具体服务人员及职责。建立产品质量及时跟踪反馈机制，设立24小时专用服务热线。

遇到突发事件时，确保响应及时、处理得当。

7、公司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廉政工作．杜绝腐败现象产生，不用任何不正当手段竞争。

8、委托单位可以自购纸张委托印刷，单独按印刷工费进行结算。

9、办理结算手续时，我单位将提供《定点印刷核价单》、纸张进货发票复印件、纸张下料单、生产任

务单、并按要求提供每吨纸与令数换算方法、令数单价以及印刷该产品所耗用的令数或印张数。

 

11.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保证在中标的分包范围内提供经营

服务。

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13805180391,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

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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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除响应以上招标文件基本要求以外，我公司还提供以下特别服务承

诺：

1、成立“机关定点印刷服务组”，总经理任组长，亲自协调并监督定

点印刷业务的执行情况，确保流程畅通。 

2、对送印方的定点印刷业务，提供免费的印前设计及文件处理，免费

送稿样上门，并按送印方的要求进行校对修改，不另外收取任何费用，直

至送印方满意。

3、如送印业务逢节假日或急件，我方不另外收取任何加急费用，并确

保印刷业务的按时完成。

4、对送印方在我公司印刷当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保证在24小时内答复

和解决，直至对方满意。凡属我公司责任的质量问题，我方无任何条件退

货重印，如属送印方责任，我方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5、我方还可以根据送印方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邮寄等一系列的

后道服务，做到包装整齐规范，标签数量准确。

6、我公司将定期回访，及时反馈送印方的意见，及时改进我公司的服

务工作，设立投诉电话：13805171056，接受客户的监督与投诉。

7、积极做好送印方印刷品工艺流程的把关审核，杜绝因工艺流程问题

而造成的返工现象和经济损失。建议送印方合理使用原辅材料，特别是对

特殊工艺的印刷品提出合理的工艺建议。

8、指定专人负责定点印刷业务数据的统计汇总工作，并按要求及时按

季上报定点印刷业务报表。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日  期：2018年12月26日

 

12.南京双乐印务有限公司

我们以诚信、优质、快捷、高效为经营理念，24小时热忱为客户服务。

1、经营厂长全过程负责接受送印方的任务，保证送印方有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

配合，在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决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经营科设专用服务电话(52248301)，总经理手机(13905156737),政府采购定点印刷项目负责人吴

延琴手机：13057550500，24小时开通。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24小时全天候为

送印方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经营科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的报价专人核算费用，财务部单独建立各用户核

算帐户。

4、经营科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单独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含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

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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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现。

6、生产调度员全过程负责送印方任务的质量监控，生产过程严格按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执

行。

7、对涉密印件，严格遵守印刷厂制定的保密规定，按照保密工艺组织生产，专人(保密员)负责涉密印

件的收件、制作、印制、送货、销毁等需要监制的全过程，决不会发生泄密事件。

8、对送印方提供的电子文档，免费完成转换成印刷所需要的版本后，与客户定稿的原件核对无误后上

机印刷。对送印方的成品负责按具体要求包装，每包成品包上贴上相应标签，免费送货到指定地点。

9、送印方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可随时向总经理投诉，手机：13905156737(汤玉荣)。我们将在最快的

时间之内作出实质性的回应。

10、若发生质量问题，是我厂问题，无条件包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果是客户原因造成返工，我厂

只收取相应材料成本费。

11、对于政府部门的会议地址不在南京，紧急情况下，我公司可随时派车把会议材料送往省内其他城

市。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双乐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3.徐州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在不超

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我单位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

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14.中闻集团南京印务有限公司

1、承诺按招标文件和采购人的需求及时报送报表。报表报送的做到及

时性和准确性

2、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3、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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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5、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

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6、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中闻集团南京印务有限公司秉承“诚实守信、质最上乘、顾客满意、

持续改进”与客户单位进行印刷合作，积极响应招标文作基本服务要求并

承诺：

l、公司保证在客户要求的印刷期限内准确、优质、保密地完成印刷任

务。

2、收到客户彩样、主动和电子文件核对，如有问题及时和客户沟通。 

3、公司设立定点印刷业务部，配备专线服务电话、15951918072、8

3302635、，不论何时，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合理要求，做好服务。

4、公司严格按照IS0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组织生产对生产全

过程进行质量、时效监控，确保定点印刷产品按时按质接量完成。

5、公司对送印方任何有关服务质量投诉虚心接受并尽快作出明确答

复。若因印刷质量问题，保证无条件退货并重印。

6、公司可以根据送印方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务。

7、公司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廉政工作．杜绝腐败现象产生，不用任何不

正当手段竞争。

8、在服务中造成的损失严格按照合同及时给予赔付.

9、如果印刷中途，政府部门更换文件，公司将无条件加班

10、如因政府部门文件出错，刊物已经发往邮局，我们将及时和邮局

联系，无条件拖回，并妥善保管，做好保密工作。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中闻集团南京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为本项目设置专门的项目经理负责本项目服务工作

本政府采购项目负责人：许玉辉，电话15951918072，经营管理部负

责人，印刷专业毕业，从事印刷专业有27年的印刷管理经验，全力服务政

府采购印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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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京北极印刷厂
本厂愿以真诚的态度与省、市政府单位进行定点印刷业务的合作，并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除响应招标文件基本服务要求外还提供相关服务承

诺：

(一)、响应招标文件基本服务要求：

1、本厂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

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并在中标经营范围内经营。

2、本厂承诺设有专线服务电话：025-84660800、84660801、8466

0808、13305176335，24小时提供服务。两辆专用车辆，无论业务大

小，随时响应定点单位的各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本厂承诺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本厂承诺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

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

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

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本厂承诺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

现象出现。

(二)、其他服务承诺：

本厂拥有南京市配置最高、最先进的四开、对开秋山、海德堡等进口

四色胶印机及印刷、印后全套设备，能为省、市政府机关单位提供办公、

印前、印刷、装订四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

2、针对省、市单位定点印刷业务制定专项内部管理制度，确保产品按

时、按质、按量完成。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采购方的各项要求，并按

采购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同时对产品实行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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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保证在中标经营范围内经营，成立

印制“定点绿色快捷通道”，并配合优秀的业务人员专项服务，设有专线

服务电话：025-84660800、84660801、84660808、13305176335，24

小时提供服务。两辆专用车辆，无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定点单位的各项

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4、对于采购方的任何有关服务、质量投诉，虚心接受，并尽快作出明

确答复。

5、为省市政府定点单位单独建立账户及用户档案，采用先进的ERP系

统管理，产品信息跟踪、生产库存及货物管理。

6、承诺对需要印刷的项目和收费标准在审批单上注明纸张规格、克

重、品牌和数量，以及加工工艺流程，并列出纸张费和印刷工费。

7、承诺在通知单上注明完成印刷的时间，因急件等特殊情况，本厂承

诺不收取加急费用。

8、本厂对送印方交付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差错率不高于万

分之二、对送印方交付样稿及时免费上门送样校对。按照不超过投标文件

承诺的报价和收费价格计算印刷费用。保质保量完成送印方各种印刷任

务，做到印刷用纸与样纸一致，印刷墨色均匀、图文清晰、装订牢固，符

合送印方的印刷标准。承诺做到在承接送印方的期刊、图书产品质量创

优。

9、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廉政工作，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不用任何不正

当方式进行竞争。

10、严格按照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对企业印刷全过程进行质

量监督。本厂还通过IS014000论证，采用绿色环保无毒油墨印刷、绿色环

保印刷工艺印刷，产品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11、如若发生质量问题，保证无条件退货并重印。

12、我方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

务。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北极印刷厂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6.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1、保证甲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与甲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

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业务人员接洽业务定稿后，并以最快速度传

送到公司，公司有专门的宿舍给员工住宿，稿件到公司，员工都全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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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以最快速度完成，每次公司生产，经理亲自把关，认真仔细完成每笔

政府采购任务。

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甲方的各项要求，

免费提供上门服务。而且每人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业务员。公司为客

户配备专职业务员专人专车24小时服务。接到定点印刷业务后，必须及时

安排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进行印前电子文件的检查、修改，主

动与工艺部门联系，落实好印前拼版发排工作。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由专人财务负责。单

独建立客户档案，即客户资料(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业务特点、注

意事项)，每批印刷送印单、结算单、发票复印件实行“三单合一”管理。

专人负责整理定点印刷样品，进行保管。

4、对甲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送印单、结算，实

行“两单合一”生产，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结束后十日内，向市政府

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生产部门务必配合各部门工作，负责印刷管理工

作，优先安排定点印刷业务，并及时跟踪生产进度，确保定点印刷业务按

期完成。生产部经理必须不定期检查，总结印刷质量管理工作，及时进行

调整。按期及时制作业务报表，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行政机关

政府埰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定点印刷相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甲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

现。

为了做政府采购印刷业务增加服务内容：

6、对于较大的定点印刷客户，在原价格基础上，再优惠10%-30%。

7、对公文格式不清楚及需要技术服务的客户，主动提供相应的咨询和

服务。

8、定期走访客户，征求意见，并设有信息反馈表，不断追求客户满

意。

9、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分发、邮寄等一条龙服务。

10、按照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认真贯彻“做一流产

品，行一流服务”的质量方针，满足顾客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始终把顾

客利益方在首位，确保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让顾客满意。工艺开单部门在接

到定点印刷业务后，选择优质材质，安排技术能力强的生产班组进行生

产，详细标明生产工艺、装订方式、打包要求、注意事项等，确保生产顺

利。对于特殊工艺，需与各部门及时沟通联系，及时提供合理化建议，确

保产品质量和交货日期。对于定点印刷业务中的产品质量问题，经营部门

要及时与客户和生产部门保持联系，及时查找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做好返

修或重印各项工作，帮助客户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直到客户

满意。经营部门不得利用不正当方式承接定点印刷业务，经营部门主管必

须及时对每批业务进行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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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积极做好送印单位工艺流程把关、审核、杜绝因工艺流程造成浪

费，合理建议印刷品原材料审定。质检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按照质

量管理体系要求，所有定点印刷业务的产品必须在出厂前进行成品检验，

确保合格的产品出厂。

12、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保证无条件退货，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2

4小时开机13705175886。

13、质量管理实行与经济挂钩的奖惩办法，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互相配合，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定点印刷工作的管

理，鼓励多提合理化建议，完善针对定点印刷的内部管理制度。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7. 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是南京市一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现为出版

物印刷企业，公司法人许福根，有20多年行业经验，长期为机关及事业单

位服务并且是省、市机关事业单位定点印刷单位，如果本单位能够在此次

项目中中标，我们保证承诺：

1、我公司拥有专业设计人员8名，厂区现位于新港开发区，公司目前

拥有全新海德堡CD102两台、小森4开机、进口CTP直接制版系统、北人08

单色印刷机、打码印刷机及全套后道装订设备，保证为各委印单位提供四

位一体的服务，并承诺：保质、保量、准时。

2、我公司承诺无论委印单位业务量大小，我方负责上门取稿、送样、

成品送货上门。

3、我公司承诺对委印单位建立独立用户档案，对业务实行业务合同或

委印单、生产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五合一”管理，全程

跟踪服务。

4、我公司配备专业服务人员，提供24小时服务热线：罗成13851929

488、沙学福13814028528、金萍13337705705，张立宝13182897823

，并设立总经理服务热线：许福根13770913377，立争为委印单位提供最

贴心的服务。

5、我公司保证严抓印刷质量，实行层层把关，每道工序不仅对本工序

负责，还必须对上道工序进行检查。成品出厂前配有专业检验人员负责检

验，保证无不合格产品流出厂门，保证委印单位对每一批产品都满意。

6、公司保证严格遵守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五项管理制度，单独保管

好每一家委印单位的来稿、菲林、光盘、优盘等物品，所有印刷废片、废

版、残次品、等定点存放，及时销毁不流失。

7、我公司承诺如特殊原因造成质量问题，公司负责无条件退货并设法

及时弥补，承担委印方的全部损失。如因委印单位原因，我公司承诺及时

弥补，只收取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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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公司承诺不使用不正当竞争承接业务，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9、我公司将在每一委印单上注明要货时间，因急件等特殊情况，保证

按时交货，并承诺不收任何加急费用。

1O、我公司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快

递等服务。

公司承诺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及全体员工的技能水平，保证

在服务中不断提高、不断磨合、不断完善，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投标单位：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18.南京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机关单位，我公司充分总结服务经验，建立了完

整、科学、合理的服务流程和方案，以下为具体服务方案及承诺：：

1、确保定点印刷送印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

配合，迅速、准确、优质、保密地完成印刷任务；

2、我厂为国家保密资格单位，涉密材料在保密室或保密车间，并在涉

密信息系统上独立完成；

3、设置“定点印刷项目经理负责人”，由总经理李晓琳负责，抽调业

务、技术骨干高雪梅、裴昌洪等10人组成，设立专线服务电话：13914762

121、13813878809、13505147378、83124067，实行24小时响应定点

客户需求；

4、无论业务量大小，保证随时响应定点印刷送印单位合理要求，并免

费上门接稿、上门送校稿、上门送货；

5、对政府的大型会议，派专业技术人员和联络员上会保障。如党代

会、人大、政协会议，保证会议材料及时、准确、保密地完成；

6、对承接的省、市机关定点印刷业务，将由专人负责用计算机进行统

计分类管理，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7、建立用户档案，实行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三

单合一”管理；

8、对定点印刷业务，按照ISO9001标准进行现场质量管理，确保产品

质量。

9、投标人承诺按招标文件和采购人的需求及时报送报表；

10、廉洁自律，绝不靠任何不正当手段赢得用户，杜绝印刷业务腐败

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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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电脑排版、设计、制作过程中，免费上门送样，无论次数多

少，直到客户满意定稿；

12、在承接的社会印刷业务和定点业务发生冲突时，我公司承诺放弃

社会业务，确保定点业务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13、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客户责

任，本单位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14、对批量大的定点印刷客户，为客户提供无条件协助服务，根据客

户需求提供分发、邮寄一条龙服务；

15、所有印刷品从接单、排版、制版、印刷、装订、包装、运输、验

收及存放的全程管理都有专人负责；在与其他单位印刷品生产发生冲突

时，绿色通道将保证定点采购方印刷品对公司各项资源的优先使用。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日  期 : 2018年12月13日

 

19.南京朗时印务有限公司

1、成立政府定点采购服务领导小组，总经理曹义训(13327808736)

任组长，生产部经理戴伟(15951738297)任副组长，业务经理郁红波(136

45179956)任项目经理，内勤陈丽(15371372128)任协调员。所有人员24

小时保证通讯畅通，确保任务及时下达，高效服务。

2、无论委印方业务大小，均优先安排。根据客户要求，免费拿稿送

稿，提供免费设计服务，直至客户满意。如遇节假日和急件，均协调生产

安排，满足客户需求，不收加班和加急费用。不论印单大小，均保质保

量， 按时完成生产任务。

3、安排专人对接业务，专门的物流车辆，建立绿色通道，确保任务万

无一失。

4、严格执行质量管理流程，由生产经理全程跟踪定点印刷品的品质，

做到客户满意，品质过硬。不合格品，坚决不出厂。如遇到客户对品质不

满意，无条件重新生产。

5、做好保密工作。文件加密保存，专门的存储设备，生产过程中，处

理过的文件及时删除清理，废设立保密房间，版单独存放，集中销毁，坏

片集中，统一销毁，多余的放数集中封存，定期销毁。所有参与人员，学

习保密规定，签订保密守则。

6、严格执行印刷品国家标准，对墨色，套印，工艺精益求精，产品达

标创优。

7、严格把控材料关。对原材料的采购，按照制度实施验收制度，低档

劣质的材料，坚决不用。要符合绿色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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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定点印刷的业务，建立专门的档案库：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

印件，样本等，及时向管理部门上报汇总。

9、协助有关部门严格做好廉政工作。不以任何不正当的方式承接业

务，防止腐败现象产生。

10、设立总经理投诉服务热线：13327808736,24小时接受客户投

诉。做到随时处理客户投诉，及时反馈处理意见。定期回访客户，提高服

务品质，做到让客户满意。争取达到零投诉的目标。

 

20.南京文瑞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基本服务要求，根据送印方不同情况24小时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并作以下承诺：

1．我们以质量第一，信誉至上为宗旨。从排版设计制作，到制版印刷

装订出成品，层层把关，确保该项目材料保质保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2．利用我公司第一分公司地处交通便利、周边驻有多所大专院校、环

境优雅的新模范马路上的优势，更方便地和客户之间进行交流服务。

3．我们根据来自不同要求的客户，制定专项内部管理制度，确保产品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

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同时对产品实行跟踪服务。

4．为保证不影响送印方的工作，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我们会积

极主动与送印方联系，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按送

印方指定地点，免费送货上门。

5．对于送印方的任何有关服务、质量投诉，虚心接受，并尽快作出明

确答复。直到送印方满意为止。

6．所有印刷品在开印之前免费提供一份样本给送印方，直至送印方对

样品的质量充分认可后开始批量生产。

7．因急件等特殊情况不收取加急费用。

8．对送印方交付样稿及时免费上门送样校对。按照不超过投标文件承

诺的报价和收费价格计算印刷费用。

9．所有业务给送印方开据国家税务局监制管理的正式税收发票。

 

南京文瑞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12.2

 

21.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公司保证不超出中标范围经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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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2、成立印制“定点绿色快捷通道”，并配备优秀的业务人员专项服

务，设立专线电话，24小时提供服务。

3、针对省、市单位定点印刷业务制定专项内部管理制度，确保产品按

时、按质、按量完成。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采购方的各项要求，并按

采购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同时对产品实行跟踪服务。对于采购方的

任何有关服务、质量投诉，虚心接受，并尽快作出明确答复。

4、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5、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报

送有关报表。

6、承诺对需要印刷的项目和收费标准在审批单上注明纸张规格、克

重、品牌和数量，以及加工工艺流程，并列出纸张费和印刷工费。

7、承诺在通知单上注明完成印刷的时间，因急件等特殊情况，印刷厂

承诺不收取加急费用。

8、本公司对送印方交付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差错率不高于

万分之一。对送印方交付样稿及时免费上门送样校对。按照不超过投标文

件承诺的报价和收费价格计算印刷费用。保质保量完成送印方各种印刷任

务，做到印刷用纸与样纸一致，印刷墨色均匀、图文清晰、装订牢固，符

合送印方的印刷标准。承诺做到在承接送印方的期刊、图书产品质量创

优。

9、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不用任何不正当方式进行竞争。。

10、严格按照ISO9000、ISO14000管理体系要求，对企业印刷全过程

进行质量监督。

11、如若发生质量问题，保证无条件退货并重印。

12、我方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储存、分发、代办邮寄

等服务。

 

批准：2016年1月8日发布：2016年1月8日

 

22.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

1、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成立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

点印刷服务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苗润兴担

任领导小组组长，公司副总经理王春祥担任副组长，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

公司营销中心，生产计划部，质量监控部，物流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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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办公室设在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内，负责日常生产实

施、配送服务、协调组织等工作。

2、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领导小组职责：制定送印省级机关单位的

各项目印刷生产和物流配送实施、验收方案；协调全公司人、物等资源提

供实施、验收服务；监督检查各部门、车间落实印刷服务情况；负责向送

印方汇报沟通实施、验收情况，落实送印方相关要求。

3、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

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我公司承诺

不会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4、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将设立专人和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

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5、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进

行核算。核算的相关资料专门存档完善保管，10年内不销毁。

6、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将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

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

管理制度，同时开展后续跟踪调查服务。我公司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

可以向江苏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报送有关报表。也可以应送印

方的要求在相关方面需要时随时报送有关印刷业务报表。

7、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将大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

员的廉政工作，规范合法经营，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8、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保证尊重送印方的秘密保有权，不会将未

出版的内容向外扩散，印刷结束后残次品集中在单位指定地点按照规定进

行销毁。我公司将按规定接收送印方的电子传版，并对印刷电子文件内容

保密管理。如在接收到送印方的电子文件传版后出现文件被更改的问题，

我公司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及法律责任，送印方有权要求重印并追究经

济和法律责任。

9、我公司保证印件纸张光滑平整，印刷不偏色不错版，图文清晰，装

钉不错页、漏页、重页。客户在验收我司交付的印刷品时，如发现有因我

方管理不当或工作环节失误出现的质量问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出版行业标准》中的相关条款解决。可如数退还我司，由我司负责调换，

并承担重新印刷的责任和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

10、遇到送印方加急件，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将立即启动预先制

定的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确保送印方的印刷服务急而不乱，有条不紊的

开展各项印刷服务工作，确保印刷质量，配送时效都令客户满意放心。

11、印刷品使用或接收单位在交货现场组织验收，如果质量、数量与

合同规定相符，及时填写验收报告单。如果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

符，或证明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

等，即刻与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核对，我司将会向印刷品使用或接收

单位出具“短缺差错通知单”，由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物流部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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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差错验单，在验单上注明：印刷品短缺、差错、种类、数量，便于上

级处理环节加快补发，确保两日内补发。

12、定期质量检查。专业质量检查人员对每次政府定点印刷品情况进

行重点检查，检查重点为“交接清单”用户签收情况。每周各质量监控部

门领班审批“交接清单”，并签注检查记录。每月公司各部门和质量检查

等相关人员对已有过印刷业务往来的省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登门拜访一

遍，调查各政府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对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并逐级向上反馈。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联合全公司各部

门办公室一起每月进行抽查不少于3个在我司承印的政府印刷品的使用单位

的反馈情况，对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改善措施，持续改进。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江苏新华柏印务有限公司

 

23. 江苏工商印刷厂
    在认真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和积极响应招标文件中有关“基本服务要

求”的框架下，我厂承诺如下：

    1、未经送印方同意，决不将承印的印刷业务转包给其他印刷厂印刷。决

不向非定点印刷供应商或未在本厂发生印刷业务的单位(个人)代开发票。

    2、在中标允许经营的范围内，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确保送印方获得

优先服务的权利，享受“放心消费”的全过程。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

内，以“优质、高效、廉政、保密”的标准完成印刷任务。

    3、实行定点业务接待“首问责任制”，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成

立以总经理为组长，业务娴熟和政治可靠人员参加的“定点印刷服务领导

小组”，了解跟踪服务的效能。

    4、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均单独建立送印方的因素业务档案和账户，实

行“三单合一”(即：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管理。在

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按ISO9001要求，夯实印刷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印刷所用耗材，均符

合国家绿色环保标准。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或耗材不符合国家绿色环保标

准，保证无条件退货并免费重印，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6、无论业务量大小，均免费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和上门服务，校对差

错率决不高于万分之二。因急件等特殊情况，本厂不收取加急费用。送印

方自带纸张委托印刷的，只收取印刷工费。

    7、主动邀请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行业协会等相关管理部门，上门指导

和督查。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不以非正常

方式承接业务，杜绝腐败现象的出现。

    8、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18936009880、025-66601161。开通24小

时普通话“定点服务专线”：025-66601607。在北京西路6号701室设立

“定点印刷接待服务部”，配备2台专用车辆苏A83GM5、苏A6J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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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加盖公章)：江苏工商印刷厂

         投   标   时   间 ：2018年12月26日

 

24. 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
1、保证用户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用户配合，并在不超过

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遇有紧急业务，积极配合用户，加班加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3、设立专人负责、配备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用

户的各项要求，并按用户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4、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5、配有专车专人负责用户印刷品的接单，根据用户需要免费送货到区

内指定地点。

6、在送校过程中，免费上门送校，不论多少次，直到用户满意为止。

7、对用户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印单、发

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

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8、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用户责

任，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9、定期对用户进行回访，对产品质量、服务和交货时间的满意度进行

了解和沟通，随时根据用户的要求改进，使双方合作愉快。

10、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用户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出现腐败现

象。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25.南京南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为了更好地为省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提供优质服务，使用户的

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秉承“以服务质量为生命” 的经营理念，我公司的

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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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保质保量的完成印刷工作。

2、成立定点印刷服务小组，设立24小时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

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定点印刷服务小组通讯录

联系

人

手

机

电

话

定点

印刷

服务

组

长：

张敏

1

3

8

1

3

8

7

0

7

1

8

0

2

5-

8

6

1

4

8

1

2

2

定点

印刷

服务

副组

长：

程素

云

1

8

0

5

2

0

2

9

2

3

0

0

2

5-

8

6

6

1

8

2

0

1

印刷

质量

负责

人：

李 

钢

1

3

7

7

6

6

9

9

3

0

0

0

2

5-

8

6

6

5

6

9

9

7

服务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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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诉：

张福

财

3

9

0

5

1

5

4

7

6

3

2

5-

8

6

1

4

8

1

2

2

固定电话：025-86618201    86148122   传真：025-86656997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分为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在每季度结束后一

周内，向江苏省省级行政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6、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

7、市内办事处中山北路200号，随时响应机关单位的业务需求，对机

关单位需要加急处理的业务，保证以最快的时间完成生产。

8、安排专人对印刷品进行质量检验，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

货并重新印刷。

 

投标单位：南京南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                    

 

26.南京新豪彩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定点单位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设有专线服务，固定电话：85802880，手机：13951080312顾经

理，手机：13851685520唐经理。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

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对承接的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

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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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6、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务。

7、在雨花西路262号成立“定点印刷服务中心”提供设计、排版、出

样、小批量生产等服务，该中心由总经理负责。7*24小时提供服务。

8、如发现质量问题，保证无条件退货并重新生产。

9、如遇急件承诺不收加急费，并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送印方的印品需

要。

10、公司配备两辆专车提供取样，送样等服务。

11、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13912938880，第一时间处理服务过程中

的任何问题。

12、定期做回访，设立专业的回访客服岗位，并制作客户回访记录表(

针对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定点印刷制定)，表格见附件。对交货时间，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及需要改善的地方做记录并解决，做到持续改

进。

 

企业名称(盖章)：南京新豪彩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18年12月25日

 

附件

客户回访记录表        NO:

(针对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定点印刷制定)

日  
期

 

客

户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产

品

价

格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差     □很

交

货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差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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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产

品

质

量

印

刷

颜

色

□非常满意   □

装   
订

□非常满意   □

其

他

后

加

工

□非常满意   □

包   
装

□非常满意   □

服

务

质

量

客

服

服

务

□非常满意   □

送

货

服

务

□非常满意   □

其

他

需

要

反

馈

的

事

项

  

   

公司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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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

1．省委、省政府及机关企事业单位送印文件、材料等具有优先服务的

权利，承诺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

刷工作。

2．设立专门的项目经理负责，领导机关事业部专门为送印方服务，设

专线服务电话025-83346050，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不论业务量大小，

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按客户

要求由专人专用车辆送往指定地点。

3．财务部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4．机关事业部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有审

批单、发印单、工艺流程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多

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6、承诺合同签定后，未经送印方同意，不擅自将印刷业务及相关服务

转包给其他印刷厂。

7、若产品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予以重新印刷，并上门道歉。

其他特殊服务保障措施：

1．我厂为国家保密资格单位，涉密材料在机密级的涉密机房和涉密信

息系统上完成，并严格执行保密要求和保密印刷流程，认真填写保密跟踪

单。

2．文件业务设绿色通道——机关文印部，实行24小时值班制。

3．提供优质的接待环境、休息场所、体贴周到的一站式服务。

4．校对科免费提供文件内容、格式等校对服务。

5．对公文格式不清楚及需要技术服务的客户，照排科主动提供相应的

咨询和排版服务。

6．专门设立创意设计部，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前期设计或个性化设计服

务。

7．物流配送部确保2辆专车，提供24小时取、送稿及成品送货服务。

8．机关事业部定期走访客户，征求意见，并设有信息反馈表，不断追

求客户满意，不断改进印刷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9．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分发、邮寄等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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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批量大的定点印刷客户，在原价基础上，价格可再优惠。

11．对大宗业务定点客户，委派专人和配置专用设备提供驻点服务；

对大型会议(如省人代会)，委派责任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上会跟踪服

务。

12．对长期固定客户，市场部安排专人跟踪服务。

13．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认真贯彻“做一流产品、行一

流服务”的质量方针，满足顾客要求，遵守法律法规，始终把顾客利益放

在首位，确保本厂的产品和服务令顾客满意。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       期：2018年12月20日  

 

印刷工艺与各分项工费方案的完整性及科学合理性

 

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简称苏创)由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刷厂投资

成立于1999年6月，原址位于鼓楼区宁夏路马鞍山1号。2015年因体制改

革，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划拨至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经资源整合，

本着“更专业、更精准服务客户”的原则，公司经营领域划分为“政务印

务服务”和“书报刊印务服务”两大特色板块。其中，政务服务在南京市

水佑岗6号办公，书报刊服务搬迁至南京市尧新大道399号凤凰印务基地

内。

    苏创系国家秘密载体定点复制单位，具有乙级保密资质，江苏省级机关

定点印刷单位，主要从事文件、期刊、报纸、书刊等综合印刷及图书出版

发行等工作。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秉承“服务政

治，以外养内”的宗旨，将“保密保安全”做为立命之本，无论是领导班

子，还是普通员工，都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服务的宗

旨。

根据ISO9001质量体系要求，结合我司实际情况，制定《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及一系列第三层次文件，并严格执行《印刷管理制

度》、《产品印刷技术方案》、《印刷工作流程》、《安全保密管理办

法》、《本地化服务方案》、《应急保障方案》、《关于政府采购印刷业

务的管理规定》、《全面质量管理考核制度》、《关于样张使用保管的规

定》、《关于加强原辅材料及废售物资管理的规定》、《印刷品库存管理

及产品交付规定》、《秘密载体印制工作的基本要求》、《承印保密文件

的交接销毁规定》、《业务与生产联系会议制度》、《关于加强生产调度

室建设的决定》、《涉密车间禁带的手机制度》、《生产交接制度》、

《进入涉密区域登记制度》等。多年来，未发生一起错、漏、拖印文以及

泄密事件，保密工作更是全国机关文印的成功典范，获得同行的广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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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

   在搬迁过程中，苏创多次邀请江苏省国家保密局同志去现场指导，规划保

密操作车间，保密库房管理，并配置保密安全系统，安装监控等措施。由

于，注册地址发生变更，根据保密规定，省保密局对公司的保密资质进行

了重新审核，在全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通过现场审场。

苏创是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相结合的多元化印刷企业，拥有先进的HPI

ndigo5500数码印刷系统、奥西K6320双面数码印刷系统、奥西2110数码

印刷系统、罗兰705五色印刷机、高斯报刊高速印刷机、宝兰报刊高速印刷

机、高堡对开四色机、北人BB机、北人08机，好利用BQ-270E直线胶订

机、海德堡三面切书机、北人1890印刷机、北人骑马联动线、盟高配、

钉、折装订线等先进印刷装订设备和印刷操作系统，涵盖从商务策划—创

意设计—数据印刷—物流配送的一站式服务的全套技术装备，具有满足纸

质媒介、数码媒体、PVC证卡等多媒体产品生产能力，涵盖业务代理、创

意设计、出版发行、印刷管理咨询、图文及可变数据处理、会展服务等多

方面。

多年来，苏创注重人才培养和专业技能培训，尤其在为党政机关服务

方面总结了丰富的经验，目前，苏创现有人员共106人，其中研究生学历3

人，本科学历21人，大专学历65人，中专学历17人。管理岗位16人，专业

印刷技术岗位75人，中级工以上覆盖率达72%，人均至少5年以上的工作经

验，是一批“肯吃苦、能战斗”的队伍。一直以来，随着客户对印刷品的

质量和时效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我们在各环节配备专业人员，24小时随喊

随到，满足客户的任何需求。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江苏苏创信息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       期：2018年12月20日  

 

28.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我公司参加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招标活动。如我公司有幸成

为中标单位，特向贵方保证，所有设备、材料均为原厂合格产品、符合招标采购文件技术、性能、质量要

求的规定，并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送印方郑重承诺：

(1)基本服务

     1)我公司将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作为公司的A类客户单位管理，保证送印

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产品(绿色印

刷)标准组织加工生产，严把严控质量关，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我公司保证对送印方交印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校对差错率底于万分之二。

    我公司提供印刷服务时，制版、印刷、装订要求保证高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对承印的物品，严格按投标时所承诺的内容进行服务，纸张品质符合送印方的要求；所有印刷成品字迹清

楚、墨迹饱满、颜色无偏差、规格尺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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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保证印刷所用材料是未使用过的合同承诺的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性能的要

求。确保按合同要求在规定的周期内完成印刷任务。

    我公司严格遵守工商管理规定，不超范围经营。

2)为了保证送印方的印刷服务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我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总经理钱军任组长，

为送印方提供24小时专项服务，服务电话13222900888。公司销售业务经理惠莉，具体负责与送印方业务

衔接，联系电话13606185211。专项工作小组人员随时响应送印方的要求，并按送印方的要求免费提供上

门服务。

3)根据印刷业管理规定，除严格执行五项规定外，还要按照甲方的要求，对承接的定点业务单独建立

账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

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八项规定”，防止腐

败现象的出现。

6)我公司印制的印刷品，如送印方发现有质量问题，我公司将无条件收回，及时更换符合产品质量标

准的产品。如有违约而造成不良影响，我方负全责，并予以经济赔偿。

7)我公司在接到送印方需要相关服务的函电后，在1小时内对送印方所提出的要求作出响应，4小时内

到达现场，并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毕，否则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我公司承担。

8)在产品的印刷加工过程中，始终贯彻落实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不将客户的知识产权，信息泄露

给第三方，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

 

(2)其他服务承诺

1、技术咨询服务：通过电话、传真、专业人员上门等方式，向采购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咨询服

务。

2、产品设计服务：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各类稿件的设计服务并提供样稿确认。

3、过程跟踪服务：派专人从产品咨询、设计、校对、制版、印刷、装订、送货、售后等全过程跟踪服

务。

4、特急优价服务：采购人特急件，不论平时和节假日，我单位免收加急费。

5、免费分发服务：承印的印刷品一律实行免费分发。

6、售后反馈服务：定期主动与采购人沟通印刷、服务质量。

 

29.江苏奇尔特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奇尔特印刷有限公司是省属印刷企业。本企业设备精良、品种多样、品质优秀、服务优质。以质

量促效益、以诚信待客户、以管理促发展。以独一无二的印品、风雨无阻的贴心服务。立等可取是我们的

强项，优质产品是我们的品牌，为此我们承诺如下：

一、保障措施与服务能力

1.认真贯彻执行省、市新闻出版有关《印制管理条例》，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在中标经营的范围内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优先满足定点服务单位送印方的需要，及时、高效、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印刷工作。

2.充分利用我们多年成熟的各项管理制度与岗位责任制，特别是针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定点印刷管理

制度》来管理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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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安排综合能力较强，素质较高并经过专业培训的专职人员负责主动上门服务，对所接业务进行协

调，安排、监督、检查、跟踪一条龙负责到底，确保所承接的业务及时、高效、保质、保量顺利完成。

4.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员技术优势、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高，我公司是省属出版物印刷企业、主要岗

位都是正式专业员工，人员稳定素质好、管理能力强、操作水平高、管理人员60%以上具有专业责称人

员，并经过专业学习；操作人员90%经过高级工培训具有高中级工证书。95%以上的职工都具有几十年的

工作经验，能保障产品质量稳定，产品质量保证，并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5.不论业务大小风雨无阻均可提供上门服务，并开通24小时专人专线网络和电话服务平台(详见48页定

点服务小组联系表)，做到快捷、周到、便利、随时响应客户的各项需求。

二、保障优势与能力：

1.本地化服务方案：为更高效优质的服务客户，我公司在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00号-2号6幢，设立

业务经营部、排版制作及数码快印中心。周边紧邻着省委、省政府、省级机关厅局、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大专院校，近在咫尺的距离。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我们与客户面对面的沟通或派送急件需要成为可能。

使相互接触与交流更为便利、迅速。

2.人员服务保障：为保证客户能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为本项目设置专门的项目经理汤雪花负责本项目

的服务工作(个人简历附后面第48页)。安排了经验丰富的专职技术人员，利用移动通信、专用电话、网络微

信平台(见下表)，保持24小时开通，随时都能让客户取得联系。做到全方位，全天侯的服务，及时解决客

户的需求及燃眉之急。

24小时定点印刷服务小组联系表

人 专业小组职务 移动通信 电  话 QQ号 微信

花 服务总调度 15335193521 025-83322783 QQ657839521 Txh657839521

勇 设计制作负责人 15335193241 025-83322783 QQ525470241 15335193241

华 质量监管负责人 15240213812   15240213812

新 外协总负责人 18912229293 18068159293  18912229293

冬 货运负责人 18913049293 025-83322783  18613049293

花 服务投诉负责人 15335193521 025-83322783 QQ657839521 15335193521

英 排版制作服务  025-83322783   

3.设备保障：为确保定点印刷任务的完成和产品质量。我公司具备了：

印前：PC电脑排版制作系统,惠普Z800图形工作站、一体化电脑远程、改稿、校稿方案。

印中：上海高斯对开六色高速轮转胶印机1台、哈尔滨对开双面BB型胶印机2台、数码四色快印机1

台、数码单色快印机1台；

印后：上海紫光骑马订自动装订联动线2条。河南新乡布克自动胶装联动线1条、上海紫宏对开折页机2

台、全自动数控全张切纸机1台、上海紫宏三面切书机1台等。

三、规范定点印刷业务的承接：

建立单独的帐本核算，企业规范化运作是我们的责任，是对客户负责、让客户放心的具体体现，我们

企业财务人员是有着多年的财务经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与核算体系，起到了很好的督促与监督作用，

促使企业按规范化执行。

四、做到由专职人员对定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由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组成的

用户档案，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并在每季结束后一周内问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五、积极开展客户跟踪回访服务，广泛征求客户意见、改进我们的服务，使企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

劲，让客户满意。

省、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定点印刷客户回访表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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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电话  

满意度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改进要求及建议

产品质量     

服务质量 态度     

及时性     

有效性     

交付 及时性     

交货期     

数量     

处理意见：

注：请在相应空格内打“√”               客户签字：

六、加强各方面的监督管理、积极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

发生。

措施及方法：我们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为企业筑起廉

政建设的防火墙、同时企业对财务人员开展廉政宣传、学习活动、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为省级机关事业

单位及团体组织把好廉政建设关起积极作用。

总之，企业在困境中前行，离不开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各位专家领导的帮助指导。离不开广大客户的支

持与信任、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我们将坚定地走创新之路、持续发展、诚实守信之路、奋力拼搏，

尽“洪荒之力”兑现承诺。

 

                      承诺人：江苏奇尔特印刷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30.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我公司成为承印定点印刷企业后，在为省市政府、事业单位提供定点

印刷服务的过程中，承诺保证：

1、保证做到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对

承诺的印刷业务保证按质按量，按期交货，由总经理担任组长，协调并监

督定点印刷业务执行情况，确保生产流程畅通。

2、设立“定点印刷业务部”，有专人负责定点追踪客户印装需求，设

立专线服务电话和投诉电话，服务热线电话025-84546219、025-866498

05，质量投诉电话025-84546219、025-84238066.公司配备特快服务专

用车辆，设立24小时昼夜服务。无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提出的

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优质服务，主动给客户提出合理

化建议，并不断征求客户意见，改善和提高我们的服务。

3、对送印方的印刷任务，在印刷加工之前，加强印前“签样确认”的

关键流程制度，减少客户失误，避免印刷损失，真正达到高效、节约的目

的。

4、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账目核算，每月核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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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现“三单合一”专项管理。实行跟踪服

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省级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和南京市

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接受监督。

6、认真遵守保密制度，严格做好送印方所有文件的保密性工作，建立

健全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品活动残次

品销毁制度。坚决执行印刷点承印的五项制度。

7、若发现印刷上存在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损失。如属用户责

任，本单位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8、保证在承印具体印刷业务时，不收取加急、加价费用。

9、努力提高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全厂员工生产技能水平，在企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加强管理，提高品质，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以优质的

服务来满足和实现用户对我们的需求，以诚信赢得用户，靠质量争取用

户，凭实力诚信用户。

10、设立总经理投诉热线电话：13901593886；025-84546219.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附件1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定点印刷”售后服务管理规定

 

为了优质高效完成江苏省“定点印刷”业务的承印业务，提供让送印

方满意诚信的优良服务，特此做出印后服务的管理流程，并以此贯彻执

行。

1、当公司定点印刷业务部接受“定点印刷”业务订单后，认真做好文

件备案的登记，印前打样，印张确认无误前期准备，形成生产施工单下发

工厂，组织印装。

2、工厂接单后，进入印装生产流程，按照工单要求编制出生产计划，

在各个生产工序上，加强印刷、装订、后期加工的质量，数量管控，确保

印品的质量上乘，让送印方称心满意。

3、当产品进入包装、物流程序，必须做到产品标识填写规范。包装物

无破损、整洁，包带牢固，发运交接手续完备清楚，准确送至客户指定地

点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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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遇到产品质量有投诉，必须按“公司客户投诉处理流程”处理。

并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处理，由品管部做出总结。杜绝类似质量事故发

生。

5、见《客户投诉处理流程》。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附件2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定点印刷”业务客户投诉处理流程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31. 南京玉河印刷厂
南京玉河印刷厂的服务承诺如下：

1、玉河印刷厂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

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保质保量完成印刷工作，

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玉河印刷厂设专线服务电话：84806386，专人联系，专人接待，

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及免费

送货。

3、玉河印刷厂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玉河印刷厂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具有

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

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

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相关报表。

5、玉河印刷厂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

止腐败现象出现。

6、玉河印刷厂承诺不收取送印方的任何加急费用。

7、玉河印刷厂承诺做到印刷用纸与样纸一致，印刷墨色均匀、图

文清晰、装订牢固，符合质量标准并满足送印方的需求。

8、玉河印刷厂承诺签订合同后，未经送印方同意，不擅自将印刷

业务及其相关服务转包其他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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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按照GB/T19001-2008/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认真贯

彻“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确保顾客的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得到确定并予以

满足，从而实现顾客满意的目标！”

10、玉河印刷厂承诺定期回访客户，按照时间、质量、服务三要求

征求意见，随时进行改进，使双方合作规范及愉快。

11、玉河印刷厂有健全的保密制度，承接的保密书刊印刷严格按保

密工艺进行。涉密废纸及印刷胶片严格按国家保密规定送南京市保密

局指定地点销毁。

12、涉密产品电脑制作在专用涉密电脑室制作，电脑1人1机并加

装保密管理系统与视频干扰器，严禁与外网联接。安装监控探头，防

止泄密事件发生。

13、印刷、装订工序安装监控探头，安排专人值班，确保产品保密

安全。

14、保密仓库由专人(2人)严格管理，并认真填写入、出库单，审核由

厂领导签字。涉密产品提供保密仓库存，双门双锁，并有监控设备监管。

15、按照环境管理体系及中国环境标志产品的要求，认真贯彻国家

法规，实行绿色印刷，关注生态，重视环保，使玉河印刷厂在创造经

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绿色、生态最好环境，为社会作贡献。

16、玉河印刷厂配有二辆军车，随时满足客户的送货要求，不受时

间、地点的限制。

 

投标供应商全称(公章)：南京玉河印刷厂

   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期：2018年12月24日

 

32. 南京华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一、南京华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秉乘“用心、迅速、负责任”的服务宗旨与江苏省体彩管理中心进行

印刷合作，并积极响应招标的基本服务要求并承诺：

1、公司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印刷业

务。

2、公司成立“定点绿色快捷通道”，并配备优秀的服务团队专项服务，设有专线服务电话：8420954

0，业务服务热线13851701142，13505170400对接所有的大小事务；投诉服务热线13913871456。

3、无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免费上门服务。

4、定期走访客户，征求意见，并设有信息反馈表。

5、公司对送印方急件印刷业务，积极配合并采取有效措施的完成任务，并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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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务。

7、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025-84209540，13913871456。

8、公司对承接的所有印刷业务，建立单独帐户核算体系。

9、公司严格执行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的办厂宗旨，

遵行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和不断提高送印方的满意度。

10、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专门的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

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

报表。

11、坚持内抓管理，外树形象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为省级机关服务，廉洁自律，绝不靠任

何不正当手段赢得客户，杜绝腐败现象发生。

 

定点印刷负责人及响应时间：杨静(业务)：女，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性格热情开朗，做事有规划有

条理，积极主动、适应能力强，富于团队精神，工作认真有责任心，从事印刷16年，对印前，印刷过程中

及后道的工艺都比较了解，会提前对所印刷的产品做出预估，更好的避免在印刷之中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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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应急保障方案：

1、如遇特殊交货情况，先知道具体的原因，并及时向公司汇报的原因及详细情况，企业高层直接参与

和领导是有效解决措施。处理工作对内涉及到从制作、生产、后道、营销所有部门，做到口径一致、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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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协作支持并快速行动，在第一时间满足客户要求。

2、如遇质量问题，关键是速度。当事人应立即冷静下来，采取有效的措施，第一时间查出原因，找准

根源，以便迅速、快捷地消除公共影响。同时，企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危机应变计划并立刻制度相应

的对策，解决问题才是重中之重。

印刷安全保密方案：

客户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包括书面介质和非书面介质)都要安全保密。不得泄露、告知、公布、发

布、出版、传授、转载、展示、转让或者其他方式使第三方知悉。如遇泄露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

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甲方通报相关情况。我们的保密义务应由严格的内控制度加以保证。负责对印刷员

工进行安全保密意识教育，对提供的所有印刷材料都必须做到安全保密，派专人全程监控印刷过程，并全

程录像。同时，保证在印刷完工后：1、电脑工作人员及时将电子文档删除；2、印刷工负责将印版销毁；3

、装订工人负责把废页销毁。

 

产品印刷技术方案总体评价：

一、从事印刷行业需要掌握信息视觉在现、彩色图像与文字处理、制版与现代工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

知识，熟悉利用计算机进行数字化图文处理技术、制版与印刷工艺设计、设备和材料选型、印刷材料适性

测试、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实际生产和解决印刷工程及相关技术问题的

基本能力。

二、作为印刷行业的高层人员需要了解印前、印刷、印后加工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印刷企业管理技术，

能在各类印刷企业和科研单位从事：工艺设计、生产实施、组织管理和科学研究的高等工程技术人才。

三、印刷管理层必备能力：

1、具有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必需的职业道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

2、具有良好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服务意识；

3、具有从事工程技术所需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4、熟悉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备较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5、系统掌握的本学科及相关学科涉及的基本理论与核心知识，熟悉印刷机相关产业的生产、管理和运

行方法，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6、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本专业相关的实践技能，初步具备在本专业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

能力；

7、熟悉本学科及相关领域技术标准、相关行业的政策和法规，具备从事生产管理、市场预测等企业管

理的初步能力；

8、掌握生产及技术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好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队

合作能力；

9、具有处理生产及项目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

10、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初步能力。

四、参加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工人成为印刷高技术人才。对我国的出版物、包装印刷的

都有提高。

 

制定工作流程相关方案：

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专门的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

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

表。

接收文件后检查，给客户签字确认，开始安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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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采用无纸化办，自有定制先进的ERP系统：系统内有所需要从纸张选材、工艺等每一个明细，只

需根据要求点击即可

1、自动提示订单需要审核；

2、自动提示生产部需要开生产单；

3、自动提示采购部物料等待采购；

4、自动控制库房领料超过生产计划用料数量；

5、自动显示每个生产单每道工序进度。

客户可以看到每个工序完成时间，生产完毕后物流安全的送达到客户手中

 

投标人名称(公章)：南京华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日期：__2018___年12 月  25  日

 
33.南京百花彩色印刷广告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1、中标后成立专项服务小组，组长张承玉全程接受送印方的任务，保

证送印方有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

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2、设有24小时专线电话(专线电话：025-83217735,15720620058)

服务。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配备三台车辆苏A

-531G0、苏A-8S5X4、苏A-92V8K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力求

客户满意、放心。

 

34.南京汇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为了能够给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了能满足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定

点印刷采购服务(编号：JSZC-G2018-455)的需求，我方在本项目服务有效期内做出以下承诺：

1、保证送印方享有优先服务原则，第一时间积极主动与送印方沟通配合，主动配合、热忱服务、及时

安排生产，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并按时按量免费送达指定地点，保证在中标分包范

围内提供经营服务。

2、专人专线电话24小时服务，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

供上门服务。我方承诺为送印方提供专职业务人员且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很好把关各环节质量，以达

到贵司需求。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需求进行管理、监督、跟踪和生产，认真贯彻“做一流产

品，做一流服务”的质量方针，始终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确保产品质量的完善和服务的完善。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我方保证对在协议履行期间的

行为(销售、结算、服务等)负责，自觉接受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6、如若送印业务逢节假日或急件，我方承诺不收取任何加急费用，并保证印刷业务及时完成。

7、我方保证在协议有效期内，始终以本次招标价格为执行价格，不以市场价格变动等理由擅自提高价

格。

8、定期回访客户征求意见，并设有信息反馈表，不断追求客户满意，不断完善工作。

9、有完善的财务制度，管理制度，各道工序的岗位责任制，确保贵司业务快捷有序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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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若发生质量问题及时查找原因，并做好返修或重做的各项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产品质量问

题，直至客户满意。

11、设立服务投诉电话：邰新建13905198999，随时接受客户的投诉。对送印方在我公司在印刷当中

出现的问题以及服务问题，保证在24小时内答复和解决，直至对方满意。

 

                    投标人名称：南京汇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2018年12月24日

 

分包三
1. 南京国兴盛印务有限公司

南京国兴盛印务公司是南京市一家小型印刷企业，现为信封准印单位、数码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单

位，公司负责人王卫福，有着20多年的行业经验。如果我单位能够在此次项目中中标，我们保证承

诺：

1、百分之百保证为送印方优先服务，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

工作。

2、开启定点印刷业务的急件“绿色通道”，由总经理统一调度，保质保量及时的完成，坚决不提价。

3、设立专线服务电话(王卫福13805153789、汤敏13951811928)，不论业务量大小，送印方是市区

还是郊区，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

5、积极配合送印方开展工作，合理选用原材料、千方百计为送印方着想，提出合理建议，为送印方节

约成本、减少浪费。

6、我公司承诺不使用不正当竞争承接业务，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7、公司承诺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及全体员工的技能水平，保证在服务中不断提高，不断完

善，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8、如委印单位验收发现是我公司造成差错的印刷品，我公司将无条件接受退货，并及时为委印单位重

印补偿，如果造成委印单位损失，我公司全价赔偿。

9、 建立完善保密制度，对所有印刷品的内容均给予保密。对印刷的所有工序做到专人监督和管理，做

到印刷内容不外传，印刷文件不带出厂。

10、公司严格执行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的办厂宗

旨，遵行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和不断提高送印方的满意度。

11、我公司还可以根据送印方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邮寄、快递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2. 南京人民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1．设立专线服务电话：83695270、57166760，保证做到采购商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按采购商的

要求免费上门服务。

(联系人：陈世华 手机：13801590977；朱春荣  手机：13813965626)。

2．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3．对采购商的印刷加工业务建立用户档案，实行三单(审批单、送货单、发票结算单)合一管理，开展跟

踪服务，不断征求客户意见。

4．每季度结束前十日，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严格做好采购商所有加工印料的保密工作，建立健全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

印刷残次品销毁等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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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生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用户责任，本公司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3.南京新龙飞实业有限公司

1、忠实履行本公司服务宗旨：“质优价廉、服务周到、交货及时、送

货上门，保证送印方(客户)满意”。

2、应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

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3、因为本公司经营用房是法人自有房产，且在城区主干道中山北路21

6号靠近山西路地区，节约了很大房租成本，节约了送货、接单交通运输成

本，故本公司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为广大客户服务，真正做到质优价廉。

4、绝对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

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并且承诺我们承接的印刷业务

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5、设有专线服务电话(025-83437053)，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

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6、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7、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8、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9、对送印方急需的急件印刷业务，本公司不分节假日、不分昼夜、全

天候24小时积极配合，采取紧急得力措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且不加

价。

10、配有专车专人负责送印方印刷品的接单，免费送货到市内指定地

点。

11、在送校过程中，本公司免费上门送校，不论多少次，直到送印方

满意为止。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新龙飞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4.    南京鸿兴达通信实业
我公司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承诺如下：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

工作, 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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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

服务。7×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025-85334517,025-85332332,13605185580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

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6、质量方面，公司有完善的印刷质量监管体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公司质量管理工作追求的

目标。在质量管理方面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来保证每个产品的质量，我们对质量满意的承诺充

满信心也经得住考验。

7、时效方面，时效是公司最具特色的优势。公司有能打硬仗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具有三台先进的CTP

制版设备(方正系统)及罗兰、海德堡等10余台印刷设备做保障，有完善的计算机ERP生产管理系统，有印

刷、分发、运输全方位立体化邮发途径，印和发一体足以证明能兑现时效满意的承诺。

8、拥有南京邮政平台将以发投、函件等专业局多方位提供服务和合作。

9、以专业服务优势从设计、印刷制作、封装、邮寄投递等－站式全功能优质服务

10、 以数据开发、安全保密、全网、经验、设备等优势做好承接与递延服务。

11、印厂地理位置处于城北交通便利地位(一桥、二桥、火车站、邮政枢纽的中心地带)。

 

服务方案：

南京鸿兴达通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南京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和服务人员，公司地址位于

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440号，处于城北交通便利地位(一桥、二桥、火车站、邮政枢纽的中心地带)。市场部

主任程荧(联系电话13605185580)专门为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服务。

 

我公司有专业的服务人员10名，并配有多辆服务车辆。服务人员的工作包括：

1、上门承接订单、取样、送样等，并提供其它售前服务。

2、负责对产品质量问题的调查、处理。一旦客户对产品质量问题提出异议，公司要求服务人员在1小

时之内做出反应，并派专业技术人员赴现场查看，在1个工作日处理完毕，如非因用户使用原因发生的产品

质量问题，我方负责更换缺陷产品，并承担由此发生的损失和费用。

3、在印刷过程中，我公司可根据贵方需要随时将印刷抽检产品送至客户处进行检验，保证印刷全过程

中，贵方随时进行抽检。

4、如客户在中期有其他印刷需求或服务要求，我公司可上门服务，承接订单、产品设计、文件修改

等。

5、定期拜访用户，接受用户的意见征询及汇总。并于每年进行售后服务调查，对客户的任何意见和建

议及时反映给公司，协助公司按客户的要求完善服务方案，提高服务质量。

6、协助公司为用户提供送货服务。服务人员全权负责所负责单位的所有产品的接送货工作。送货前认

真核对收货单位、收货人、货物数量、品种，保证货物及时安全准确送达，按客户要求分品种、按号段整

齐规范排放，并认真做好签收等记录。

7、收到发票后，认真与合同复核，与实收货物复核，核对无误后，进行发票登记，并保存送交客户。

 

此外，我公司提供以下售后服务：

1、对于贵方在后续合作过程中的紧急增刊和加急印刷，我公司会积极响应并且不加收加急费。在接到

客户印制通知后立即启动紧急预案，合理调配公司各项资源，对贵方产品做到优先制版、优先印刷、优先

装订、优先发运，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贵方的印制需要。



2020/6/19 江苏政府采购网

www.ccgp-jiangsu.gov.cn/xygh/gwys/201901/t20190118_390429.html 68/95

2、我公司承诺对采购人重复印刷免收制版费。

3、价格承诺：我公司承诺本项目执行期间，所有最终结算价格不高于同期提供给任何不特定第三方及

同类协议定点类项目的价格。

4、其他优惠条件承诺

(1)无偿为贵方提供新产品研发的各项配合，包括设备、人员、场地等。

(2)无偿为贵方提供对现有产品的改进意见。

(3)无偿为贵方提供各种保密产品和过期产品的销毁服务。

(4)无偿为贵方提供产品的临时仓储周转服务。

(5)妥善保管印刷合同、验收单及相关资料，以备查验；

 

投标单位名称：  南京鸿兴达通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

               

5.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
(一)服务承诺

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创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90年代初就致力于财政、税务、交通、银行等印刷

服务，多年来在印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一直以真诚的态度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优

质的印刷服务。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南京江宁东山工业集中区，占地30余亩，交通便利。同时为了更好的服

务客户，公司在主城中心洪武路359号福鑫国际大厦设立了经营部，便于我们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公司除完全响应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项目的服务要求外，

同时还承诺以下服务：

1、公司成立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服务专项小组，由总经理

石耀东担任组长，副总经理许斌任副组长，业务、采购、财务、生产、质检、仓储、物流、安保等部门经

理任组员，统一指挥，强化管理，确保服务快捷、准确、顺畅、高效。若本项目印刷产品与其它印件发生

交期矛盾，公司将优先完成本印刷产品。设立“绿色通道”以确保定点印刷产品保质保量按期交货。

2、无论委印业务量大小，均优先为其服务。如有特殊情况需加急交货的，公司将全力以赴，努力完

成，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要求。并承诺所有加急印件均不收取任何加急费用。

3、公司配备5辆密封、防潮、防火并加装GPS监控设备的专用车辆运送印刷成品。每辆车标配两名押

运人员，按要求将货物沿指定路线送达指定地点，并与接收单位人员当面清点货物数量与种类，清点无误

后由接收单位在送货单上签字验收。货物送达按接收单位要求码放堆叠整齐，送货人员统一着装，文明礼

貌。

4、生产过程中，公司要求各道工序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加强产品首检、自检，抽检及出厂检验，坚

决杜绝不合格品流出工厂。同时保证随时接受委印部门的抽查检验，随叫随到，现场接受抽检并确认。如

抽查中发现有因我司印刷工艺缺陷及管理缺失所造成的质量问题，我司将无条件退换货，并承担相应的经

济责任。

5、公司指定专人管理承接本印制业务，单独进行账、表、单核算管理，单独建立用户档案，内容包

括：承印通知书、生产通知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等，并开展跟踪服务。

6、公司针对本项目制订完善的运输、配送、交货、验收方案及售后服务制度，成立专门的售后服务机

构，落实相关部门的具体服务人员及职责。建立产品质量及时跟踪反馈机制，设立24小时专用服务热线。

遇到突发事件时，确保响应及时、处理得当。

7、公司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廉政工作．杜绝腐败现象产生，不用任何不正当手段竞争。

8、委托单位可以自购纸张委托印刷，单独按印刷工费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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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姓    名 许  斌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政治面

貌
党  员

出生日

期

1973.

11.14
婚    否 已婚

籍    贯 常  熟
现所在

地
南京

健康状

况
健康

手机号

码

1385152

4958

电子邮

箱
378014815@qq.com

教育培训经历

起止时间 教育机构 学历

1989年-19

92年
南京第十二中 高中

1997年-20

00年
南京经济学院 大专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名称 职位

1993年-至

今
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其他个人介绍

个人简介

我自1993年入司工作，至今已为公司服务25年。历任公司印刷车间主管、主任，业务

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从业多年，品行端正，技术娴熟，经验丰富，

具有优秀的团队领导指挥能力，常年为省、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提供优

质服务。其主管服务的主要机关单位有：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税务局、江苏省交通

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水利厅、省公路局、省高管局、省航道局等等。其主

管的服务项目受到机关单位一致认可及好评。

自我评价 专业技能全面、务实、进取、团队协作、团队建设

           

9、办理结算手续时，我单位将提供《定点印刷核价单》、纸张进货发票复印件、纸张下料单、生产任

务单、并按要求提供每吨纸与令数换算方法、令数单价以及印刷该产品所耗用的令数或印张数。

 

(二)负责本项目工作的项目经理简介

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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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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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地化服务方案

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创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自90年代初就致力于财政、税务、交通、银行等印刷

服务，多年来在印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一直以真诚的态度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优

质的印刷服务。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南京江宁东山工业集中区，占地30余亩，交通便利。同时为了更好的服

务客户，公司在主城中心洪武路359号福鑫国际大厦设立了经营部，便于我们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地处市中心，辐射整个城区，便于快速服务

1、运输配送方案

公司针对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项目的具体情况，特制定以

下运输配送方案：

   (1)由公司物流部门统一负责调度，事前根据天气、道路等综合因素制定安全可靠的运输方案。运送

货物一律使用本公司具有密封、防潮、防火且配备GPS监控的车辆运输，其它车辆不得装运，不得使用外

来车辆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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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格办理印刷品出库手续，凭出库单，将印刷品运送到客户指定的相关管理部门签字验收。装车时

按编号顺序排放，堆放整齐。货到时，按客户要求摆放，堆叠整齐。

(3)在运输途中，运送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确保运送安全，每辆车配备两人以上押运，行驶线路按

预先设定的配送方案执行，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更改，不得进行任何与当次运输任务无关的活动。途中不

准搭乘无关人员、不准在车上吸烟、不准人车分离。

(4)送达接收单位后，必须要与接受单位人员当面点清货物的数量和品种，清点无误后由接受单位人员

在送货单上签字验收，并把送货回单带回交给相关部门做好送货记录，建立专门的货运台账。搬运过程中

要有专人看守，防止出现遗失或被盗情况，所有送货任务必须在当天内完成，因故未能完成的，必须当日

返回公司并重新入库。

(5)自接到印制通知开始印制到配送至指定地点，2-7个工作日内完毕；印制数量大的，分批送货，并

确保安全及时。配送地址在南京市区内的2小时内送到，出城的4小时内运抵。

(6)在运输途中，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按公司相关应急方案执行，及时汇报公司领导，调派其他车辆增

援，并在救援车辆到达之前，确保货物安全。

(7)日常工作中，公司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素质教育培训，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努力提高

员工为客户服务的能力。

2、公司运输车辆配备情况

我公司共有货物配送车辆5辆，其他用于服务及应急处置的车辆6辆。其中用于货物运输的车辆全部安

装了GPS全球定位系统，确保货物运输安全及时。

3、售后服务机构

(1)公司在现有员工中挑选专业素质高、能力强、服务好的人员为省级机关及事业单位服务，要求入选

员工除了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外，还要热情、礼貌、细致、周到，同时要求仪容仪表整洁、端庄，话语亲

切、清晰。遇到问题时，思维敏捷不慌乱，能有效记录并及时反馈，便于公司及时处置。

(2)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情况表

姓名 岗位 从业年限 联系方式 服务内容

石耀东 总经理 25 15651660066 项目负责人，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许  斌 副总经理 25 13851524958 项目负责人，负责全面工作。

王学芳 项目经理 13 13951722455 业务接洽及相关服务。

方  玲 业务经理 25 13913906976 服务实施人员

王  芹 客户经理 10 13813025724 服务实施人员

许如喜 采购经理 14 13655188771 采购服务

张建忠 生产经理 22 13813975998 技术服务

钱宏花 质检经理 10 13815886023 质检服务

盛  涛 库管经理 21 13951655204 服务实施人员

姚建永 物流经理 20 13851757249 物流服务

潘宁忠 安保经理 15 13851652480 安保服务

周美凤 技术经理 25 13805177262 服务实施人员

夏  培 司机 22 13451842298 服务实施人员

    

 

(3)24小时多渠道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电话 025-84200422/13951722455/13813025724

服务QQ号码 104303376/3780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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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邮箱地址 104303376@qq.com/378014815@qq.com

服务投诉电话 025-84200647/13851524958

投诉联系人 许斌

 

(4)售后服务反馈机制，公司定期向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相关单位征集反馈意见，从而对自

己的实际服务水平作出真实的评估。反馈意见通过每年两次的定期上门走访及每年一次的客户满意度调查

表收集。根据客户反馈的意见及建议，我们将及时调整服务人员及方案，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5)售后服务投诉机制，公司设立24小时投诉专线，专人负责投诉事宜。客户单位将即时发生的不良服

务情况向我们反映，投诉程序按下表执行：

 

(四)应急保障方案

1、针对客户集中需求时的应急预案

集中需求主要是指多个客户在特定时间内集中要求供货，且公司的正常排产不足以确保按期交货的状

态。应急预案如下：

当客户需求集中发生时，专项领导小组职能同时启动。专项小组建立微信工作群组，各环节关键人员

尽在其中，指令下达快捷明了，信息共享及时。

方案以确保产品交期不误客户使用为最终目的，同时要求抢工期不降产品质量。

公司启动备用力量，主要包括设备和人员。项目组首先制定调整计划，按客户最终需求进行生产排

序，及分批配送方案，同时根据需求强度将目前正常一天8小时一班次正常生产的状态，调整为一天两班次

16小时生产或一天3班次24小时的满负荷生产状态。公司人员充足，且注重平时对员工一专多能的培养，

当需求集中时可灵活调配。此方案启动将短时间达到平时将近3倍的产能。

公司自有的物流配送车辆做好分批交货的配送方案，在路线制定的合理性上及与客户协商沟通上下功

夫，力求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户需求，不误客户使用。

2、针对发生质量事故的应急预案

(1)当客户投诉发生轻微质量事故时，接报人应第一时间在微信工作群中通报，并上报项目经理。项目

经理应及时与客户沟通调查了解事故详情，协同生产管理人员及质检人员查明原因及时控制，追根溯源，

加以改善。并向客户回复，说明原因书面检讨。

(2)当客户投诉发生较大质量事故时，除集中通报外，项目经理应在20分钟内协同生产、质管人员赶赴

现场了解情况并制定相应补救措施。通报上级领导，由领导出面向客户汇报情况，征求客户意见，并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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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要求处理。同时生产、质检等相关部门需认真评估事故原因制定对策，落实责任。并通报全体员工，加

强对相关责任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其对产品质量意识及责任心，加强产品抽查力度。对事故成因进行针

对性的排除，对薄弱环节整改完善。因质量原因导致产品不可使用的退换货，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承诺

在24小时内予以解决。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                  

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6.    南京科教印刷厂有限公司
1、保证优先承接政府部门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印刷质量符合国家印刷行业的质量标准和甲方要求，积

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在送印方规定的时间内，按时按质完成印刷工作并配备专车无偿送货到指定地点，

让客户满意。

2、作为建邺区教育局校办印刷厂，长期为机关学校服务，积累了丰富的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服务的经验，熟悉国家机关各种文件的印刷要求。如客户承印上级机关的转发文件，能根据文件稿翻

版印刷，不需校对，与原稿印刷效果完全一致，让客户放心。

3、设有3部专线服务电话52206742、52257751、52261127，及3部手机电话不论业务大小，随时响

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并做到不厌其烦。

4、对承接送印方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立帐核算，并在每季度结束前10日，向省级行政机关政府采购

中心及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并开展跟踪服务。

6、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现。

7、有健全的保密制度，凡涉密文件的印制过程有专人全程负责，及时清理、销毁涉密废纸、废片，保

证密不外泄。

8、有完善的财务制度、管理制度、各道工序的岗位责任制度，确保送印方的业务快捷有序的完成。

9、对送印方的急件印刷业务，本公司积极配合并采取有力措施，24小时全程专人负责，按时、保质、

保量地完成任务，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0、对送印方在印刷业务方面所有的服务我们保证做到热情、周到、快捷，一定让客户满意放心。

 

南京科教印刷厂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18年12月

 
7.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我公司参加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招标活动。如我公司有幸成

为中标单位，特向贵方保证，所有设备、材料均为原厂合格产品、符合招标采购文件技术、性能、质量要

求的规定，并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送印方郑重承诺：

(1)基本服务

     1)我公司将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作为公司的A类客户单位管理，保证送印

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产品(绿色印

刷)标准组织加工生产，严把严控质量关，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我公司保证对送印方交印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校对差错率底于万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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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提供印刷服务时，制版、印刷、装订要求保证高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对承印的物品，严格按投标时所承诺的内容进行服务，纸张品质符合送印方的要求；所有印刷成品字迹清

楚、墨迹饱满、颜色无偏差、规格尺寸准确。

    我公司保证印刷所用材料是未使用过的合同承诺的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性能的要

求。确保按合同要求在规定的周期内完成印刷任务。

    我公司严格遵守工商管理规定，不超范围经营。

2)为了保证送印方的印刷服务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我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总经理钱军任组长，

为送印方提供24小时专项服务，服务电话13222900888。公司销售业务经理惠莉，具体负责与送印方业务

衔接，联系电话13606185211。专项工作小组人员随时响应送印方的要求，并按送印方的要求免费提供上

门服务。

3)根据印刷业管理规定，除严格执行五项规定外，还要按照甲方的要求，对承接的定点业务单独建立

账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

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八项规定”，防止腐

败现象的出现。

6)我公司印制的印刷品，如送印方发现有质量问题，我公司将无条件收回，及时更换符合产品质量标

准的产品。如有违约而造成不良影响，我方负全责，并予以经济赔偿。

7)我公司在接到送印方需要相关服务的函电后，在1小时内对送印方所提出的要求作出响应，4小时内

到达现场，并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毕，否则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我公司承担。

8)在产品的印刷加工过程中，始终贯彻落实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不将客户的知识产权，信息泄露

给第三方，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

 

(2)其他服务承诺

1、技术咨询服务：通过电话、传真、专业人员上门等方式，向采购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咨询服

务。

2、产品设计服务：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各类稿件的设计服务并提供样稿确认。

3、过程跟踪服务：派专人从产品咨询、设计、校对、制版、印刷、装订、送货、售后等全过程跟踪服

务。

4、特急优价服务：采购人特急件，不论平时和节假日，我单位免收加急费。

5、免费分发服务：承印的印刷品一律实行免费分发。

6、售后反馈服务：定期主动与采购人沟通印刷、服务质量。

 

8.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单位生产厂房和设备以及注册资金等都符合招标方规定的要求，地

处市政府大院东门7幢105室和大明路121号，交通便利，环境、条件优

越。企业管理严格，办事正规，收费合理。书刊杂志、账册表格、文件汇

编、广告证件、文头稿纸，信封、档案袋等等，无论黑白印刷或彩色印

刷、印量大小都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并负责送货上门。为了接受客户的

监督，我们一直提出以下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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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保定点印刷送印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

配合，迅速、准确、优质、保密地完成印刷任务；

2、设立“定点印刷业务部”，由总经理裴昌洪负责，抽调业务、技术

骨干何花、陈华等10人组成，配备专线服务电话和投诉电话、配备服务特

快专用车辆，设立二十四小时服务。无论业务量大小，保证随时响应定点

印刷送印单位合理要求，并免费上门接稿、上门送校稿、上门送货；

3、对政府的大型会议，派专业技术人员和联络员上会保障。如党代

会、人大、政协会议，保证会议材料印刷及时、准确、保密地优质服务；

4、对承接的省、市机关定点印刷业务，将由专人负责用计算机进行统

计分类管理，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5、对定点印刷业务，建立专门的用户档案，实行审批单、送货单、发

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三单合一”管理，跟踪服务，并按时向江苏省政府

采购中心和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填报有关报表，接受监督；

6、坚持内抓管理、外塑形象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地为省、市

级机关服务，廉洁自律，绝不靠任何不正当手段赢得用户，杜绝印刷业务

腐败现象的出现；

7、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用户责

任，本单位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8、设立总经理投诉热线电话：13813878809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日        期  ：2018年12月21日

 

分包四
1.    南京斯马特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我公司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企业精神，我们本着

客户满意 度是衡量质量的唯一标准，坚持“客户至上”的原则，最大限度

地服务满足客户需 求。如我公司中标，我们保证做到以下服务承诺：

设立政府采购业务部，由专人负责，积极主动与委印单位方配合对

接，不论业务量大小，优先保证定点印刷品需求，并在承诺的印刷期限内

完成印刷工作。特别 设立绿色通道：优先安排排版、印刷，确保印刷、装

订等质量，提供及时的供货、 运输工作。同时积极做好服务工作，免费为

采购方提供咨询、制订详细需求；送货 上门，定期回访及提供其它售后服

务。且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     南京图灵数码快印发展有限公司
我公司目前在南京地区已开设有3家快印店，南大汉口路店(汉口路27号)、汉口西路分店(汉口西路23-

1号)、仙林分店(仙林南京大学校区)。营业和生产场地面积总计约530多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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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承诺：

1、承诺应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

成印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在中标允许经营的范围内，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确保送

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享受“放心消费”的全过程。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以“优质、高效、

廉政、保密”的标准完成印刷任务。

2、承诺设置专门的项目经理(徐春琴)负责本项目服务工作。

3、设专线服务电话：汉口西路店：025-86630707， 南大汉口路店：025-83688588，仙林店：025-

89689990。 设全天候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电话。总经理：18905182727,总服务：18905168555, 客户服

务总监：18105150006。专人联系，专人接待，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负责送印

方各种印刷任务，并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及免费送货。做到随时响应并提供7*24小时服务。

4、对承接的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公司已多年采用ERP数码印刷业务管理系统，全面实行计

算机管理。

5、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设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6、承诺按招标文件和采购人的需求及时报送报表。保证报表报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7、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的出现。

8、承诺对需要印刷的项目和收费标准在审批单上注明纸张规格、克重、品牌和数量，以及加工工艺流

程。如发现审批单中内容不清楚的，会及时告知送印方。然后根据送印方的修改意见重新核价。

9、承诺在通知单上注明完成印刷的时间，因急件等特殊情况，承诺不收取加急费用。

10、承诺送印方交付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差错率不高于万分之二。

11、承诺对送印方样稿及时免费上门送样校对。

12、按照不超过投标文件承诺的报价和收费价格计算印刷费用。

13、承诺保质保量完成送印方各种印刷任务，做到印刷用纸与样纸一致，印刷墨色均匀、图文清晰、

装订牢固，符合送印方的印刷标准。做到印刷品亮、中、暗调分明，层次清楚。版面干净，无明显的脏

迹，文字完整、清楚，位置准确。

14、认真贯彻国家法规，实行绿色印刷，关注生态，重视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同时，创造绿色、生

态最好环境，为社会作贡献。

15、承诺在所承接中，定期进行回访，按照：时间、质量、服务三要求征求意见，随时进行改进，使

双方合作规范及愉快。

16、承诺设立突发性应急服务领导小组。总经理任组长，负责全面指挥和调配公司内外部各方面资

源，积极处理完成突发性应急服务的需要。设常态化应急服务团队，由门店经理、店长、客户经理、设计

总监、设计师、印刷技术服务人员、后道服务人员、设备技术保障人员、派送服务人员等组成。做到24小

时开机，随时保证能联络到。做到随叫随到。

17、承诺配备应急服务保障车辆3辆，供往来取送件和配送服务。

18、承诺有健全的保密制度。严格按照保密工艺进行，防止泄密事件发生，涉密废纸及印刷胶片将严

格按照国家保密规定销毁。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南京图灵数码快印发展有限公司

日      期 ： 2018年12月26日

3. 南京国兴盛印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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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兴盛印务公司是南京市一家小型印刷企业，现为信封准印单位、数码印刷及其他印刷品印刷单

位，公司负责人王卫福，有着20多年的行业经验。如果我单位能够在此次项目中中标，我们保证承

诺：

1、百分之百保证为送印方优先服务，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

工作。

2、开启定点印刷业务的急件“绿色通道”，由总经理统一调度，保质保量及时的完成，坚决不提价。

3、设立专线服务电话(王卫福13805153789、汤敏13951811928)，不论业务量大小，送印方是市区

还是郊区，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

5、积极配合送印方开展工作，合理选用原材料、千方百计为送印方着想，提出合理建议，为送印方节

约成本、减少浪费。

6、我公司承诺不使用不正当竞争承接业务，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7、公司承诺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及全体员工的技能水平，保证在服务中不断提高，不断完

善，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8、如委印单位验收发现是我公司造成差错的印刷品，我公司将无条件接受退货，并及时为委印单位重

印补偿，如果造成委印单位损失，我公司全价赔偿。

9、 建立完善保密制度，对所有印刷品的内容均给予保密。对印刷的所有工序做到专人监督和管理，做

到印刷内容不外传，印刷文件不带出厂。

10、公司严格执行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的办厂宗

旨，遵行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和不断提高送印方的满意度。

11、我公司还可以根据送印方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邮寄、快递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4.南京票据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我公司保证按照2019-2020年度江苏省省级暨南京市市级(含部分区)

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刷服务项目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不断加

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完善、优质的印刷服务。特作如下承

诺：

一、基本服务承诺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保证承印物品的制版、印刷、装订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

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所提供的工艺标准为氧化锌制版的印刷品质

量标准，不低于投标时所提供的印刷样品质量标准。

3、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

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4、指定专人管理承接的印刷业务，并建立用户档案，单独进行账、

表、单核算管理，档案内容包括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

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按招标文件和采购人的需

求及时报关相关报表。

5、对承接的印刷业务设立专门的印制、装订生产车间和成品、不合格

品、备品、专用纸张等专用库房，专用库房应具有防火、防盗、防潮、防

虫、防鼠咬等“五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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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7、定期开展各送印方对我公司的满意度测评，不断完善服务质量。

二、印刷质量方面

1、纸张材料：原材料上机前，由品保部对其进行检查，包括纸张品

种、克重、厂家，表面是否变形、复写是否正常等相关纸张材料进行检查

检验，确保符合规定和要求，核对无误后质检员签字确认方可上机调试。

2、印刷：对承印的物品严格按投标时所承诺的内容进行服务，纸张品

质符合送印方的要求；所有印刷成品字迹清楚、墨迹饱满、颜色无偏差、

规格尺寸准确。

3、包装：成品包装后由专人负责承印物品的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入

库，每箱内均放入一张注明检验员编号的合格证，包装箱外印有产品名

称、批号、规格、数量、生产企业、出厂日期以及 “小心轻放”、“防

潮”等标志。

4、品保部质检员负责产品的全程抽检，对成品数量和质量进行全面准

确的验收后入库，印刷过程到成品入库均采取防潮、防虫和防火等措施，

以确保承印物品符合招标文件中技术规格的要求。

三、安全保密方面

1、所承印的产品全部内容及设计方案等所包含的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

属于送印方拥有。我方不得私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与本产品有关的任何

内容、方案和设计。

2、对送印方提供的信息以及所有印刷品的内容，都予以严格保密，对

印刷的所有工序指定专人监督和管理，做到印刷内容不外传，印刷文件不

带出工作区域外。印刷完成后，对所有工序中有可能泄密的各种材料及时

销毁，并对储存在电脑里的文件进行永久删除。

3、为了更好的加强公司政府采购业务印刷、配送过程中的安全等问

题，我公司自进厂区大门外及厂区内多方位安装了监控设备，尤其生产车

间均配置360°监控摄像头，且特别为公司自有配载货车配备了GPS定位监

控系统(如下图)，可实时掌控配送情况、配送状态，及时跟踪了解产品的

在途状态。

四、服务时效方面

1、服务时间：随时(含节假日)接收送印方的审批单，并严格按照审批

单上注明的要货时间按排生产。

2、加急订单：我公司生产车间采用24小时轮班工作制,如遇有紧急供

货需求，按急件处理，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与贵公司联系，确认样张及产

品相关要求，根据订单的要求交由公司生产部，第一时间安排生产，保证

及时供货，生产过程品保部质检员全程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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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艺设备部专人负责生产现场的设备维护，24小时跟班生产，随时

排除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确保设备始终处于正常状态，全力配合完成政

府采购业务的特殊需求。

五、价格方面

1、在保证印刷质量的前提下遵循价格最优惠原则，保持价格相对稳

定。

2、印刷费用均已包含纸张费、印刷工费，我公司保证不再增加其他任

何额外费用。

3、我公司至少提供三次免费上门送校服务，并确保校对差错率不得高

于万分之二。

4、我公司提供优质平价的印刷服务，在印刷行业中提供较低合理的价

格服务，坚持“服务至上，价格从优”的原则。

5、政府采购业务的具体印量以审批单为准，严格按照对的投标报价执

行。

六、售后服务方面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

2、发货前对政府采购业务印刷的质量、数量等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

验，并确保包装完整性。

3、由专人负责政府采购业务并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

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

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

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4、我公司保证实现问题反馈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给予答复并承诺

解决问题的期限，按贵公司的要求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公司内部对质

量问题召开现场会，实行“三不放过”原则，即：“不查明原因不放

过”、“不吸取教训不放过”、“不予以整改不放过”。

5、如遇因印刷质量或运输造成的产品问题，处理费用全部由我公司承

担。

七、运输服务方面

1、我公司配有自备运输车辆，足以确保将货物及时安全地运输到各分

公司指定地点，且送货人员经验丰富，能够主动将产品按号码、箱号排序

上架摆放整齐，以便产品管理人员发放时能够方便简捷。

2、我公司投标报价中包含运输所发生的运费、保险费等全部费用。

3、运输途中，若发生盗窃、遗失、火灾、水渍和污染等情况造成产品

毁损灭失的，由我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所有责任。

八、制定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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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需求量集中、用量规模大的产品及时组织售后服务小组组员划

分区域，根据客户的需求，上门服务，认真解决客户临时提出的各种问

题。

2、突发性质量事故应响应及时：接到反馈，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由分管

领导带队、到达现场、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属本厂责任

的，无偿作出补救措施，在最短时间内给客户以最满意的答复。

感谢贵方对我公司的关心和厚爱，特做出以上承诺，请贵方在日常实

施过程中给予监督，承诺中未尽事宜将与贵方另行约定的要求执行，我们

将全心全意为贵方服务。

 

九、增值服务方面

为了确保本项目的更好实施，我公司将提供下列优惠方案：

(1)无偿提供新产品设计、打样服务及纸质成品样张。

(2)无偿提供各类产品的检验、测试、小批量试制等服务。

(3)无偿提供新产品研发的各项配合，包括设备、场地和人员的提供。

(4)无偿提供现有产品的工艺技术改进，提供合理的建议。

(5)无偿提供各种保密产品和过期产品的销毁服务。

(6)无偿提供产品临时仓库、周转场地等，且保证安全。

(7)提供其它各项力所能及的免费服务。

 

5.江苏工商印刷厂
    在认真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和积极响应招标文件中有关“基本服务要

求”的框架下，我厂承诺如下：

    1、未经送印方同意，决不将承印的印刷业务转包给其他印刷厂印刷。决

不向非定点印刷供应商或未在本厂发生印刷业务的单位(个人)代开发票。

    2、在中标允许经营的范围内，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确保送印方获得

优先服务的权利，享受“放心消费”的全过程。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

内，以“优质、高效、廉政、保密”的标准完成印刷任务。

    3、实行定点业务接待“首问责任制”，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成

立以总经理为组长，业务娴熟和政治可靠人员参加的“定点印刷服务领导

小组”，了解跟踪服务的效能。

    4、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均单独建立送印方的因素业务档案和账户，实

行“三单合一”(即：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管理。在

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按ISO9001要求，夯实印刷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印刷所用耗材，均符

合国家绿色环保标准。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或耗材不符合国家绿色环保标

准，保证无条件退货并免费重印，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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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无论业务量大小，均免费录入排版、校对、出样和上门服务，校对差

错率决不高于万分之二。因急件等特殊情况，本厂不收取加急费用。送印

方自带纸张委托印刷的，只收取印刷工费。

    7、主动邀请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行业协会等相关管理部门，上门指导

和督查。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不以非正常

方式承接业务，杜绝腐败现象的出现。

    8、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18936009880、025-66601161。开通24小

时普通话“定点服务专线”：025-66601607。在北京西路6号701室设立

“定点印刷接待服务部”，配备2台专用车辆苏A83GM5、苏A6J1A3。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加盖公章)：江苏工商印刷厂

                      投   标   时   间 ：2018年12月26日

 

6.南京新龙飞实业有限公司

1、忠实履行本公司服务宗旨：“质优价廉、服务周到、交货及时、送

货上门，保证送印方(客户)满意”。

2、应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

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3、因为本公司经营用房是法人自有房产，且在城区主干道中山北路21

6号靠近山西路地区，节约了很大房租成本，节约了送货、接单交通运输成

本，故本公司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为广大客户服务，真正做到质优价廉。

4、绝对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

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并且承诺我们承接的印刷业务

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5、设有专线服务电话(025-83437053)，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

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6、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7、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8、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9、对送印方急需的急件印刷业务，本公司不分节假日、不分昼夜、全

天候24小时积极配合，采取紧急得力措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且不加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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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配有专车专人负责送印方印刷品的接单，免费送货到市内指定地

点。

11、在送校过程中，本公司免费上门送校，不论多少次，直到送印方

满意为止。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南京新龙飞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7.江苏赐百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基本服务要求承诺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印刷质量要求完成印制任务，并对服务及印刷质量作出如下承诺：

1、应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

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应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

门服务。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其它实质性服务提升措施

我们不仅满足采购方的基本服务要求，同时在此基础上作出以下实质性提升承诺：

1、设立采购项目协调负责人，提供姓名和详细的联系办法，负责招标机构和采购单位对中标产品的有

关咨询、查询、签定和合同执行，无条件履行售前、售后服务承诺和接受投诉等事务。

2、制定完善的专项内部管理制度，成立印制定点快捷通道，并配备优秀的业务人员专项服务，确保产

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3、不扰乱市场秩序，不用任何不正当方式进行竞争。

4、按采购方要求，本公司在最长 1 小时内做出响应。

5、承诺在印刷通知单上注明完成印刷的时间，因急件等特殊情况，不收取加急费用。

 

6、对产品实行跟踪服务，定时上门或电话回访，征求采购单位意见和建议，及时改正售前、售后服务

中的不足之处，做到信息反馈及时，沟通顺畅。

7、为提供更好的服务，定期加强全体员工的技术培训，不断引进新的技术和技能。

8、根据采购方需要，同时可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务。

 

 

投标单位全称(公章)： 江苏赐百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日 期 ： 2018 年 12 月 25 日

 
8.南京台城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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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生产厂房和设备等都符合招标方规定的要求，业务部地处鸡鸣

寺站地铁3、4号线出口，生产部位于九华山站地铁4号线出口200米，交通

便利，环境优越。企业管理严格，办事正规，收费合理。本单位一直从事

省市党政机关文印工作，引进世界顶级数字印刷设备，无论黑白印刷或彩

色印刷、印量大小都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并负责送货上门。为了接受客

户的监督，我们郑重提出以下服务承诺：

1、确保定点印刷送印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并积极主动与送印方

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不超出中标范围经

营，迅速、准确、优质、保密的完成印刷任务；

2、设立“定点印刷业务部”，由总经理任组长，抽调业务、技术骨干

6人组成省级机关印刷采购服务小组，配备专线服务电话和投诉电话、配备

服务特快专用车辆，设立二十四小时服务。无论业务量大小，保证随时响

应定点印刷送印单位合理要求，并免费上门接稿、上门送校稿、上门送

货；

3、对政府的大型会议和重要印刷采购业务，派专业技术人员和联络员

上会、靠前保障，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集中人力、物力、财力，24

小时加班加点，保证印刷材料高效、优质、保密、及时地完成；

4、为提高政府采购印刷品的精品艺术，公司选用优质、环保的印刷耗

材。

5、对承印的省政府机关定点印刷业务，将由专人负责用计算机进行统

计分类管理，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6、对定点印刷业务，建立专门的用户档案，实行审批单、送货单、发

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按时向江苏省

政府采购中心申报有关报表，接受监督；

7、坚持内抓管理、外塑形象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为省级机

关服务，廉洁自律，绝不靠任何不正当手段赢得用户，杜绝腐败现象的出

现；

8、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承担全部损失。如属用户责

任，本单位只收取材料成本费；

9、我方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印刷品的分发、代办、邮寄等服

务。

10、设立总经理投诉热线电话：13813996528、83371067。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9.南京百花彩色印刷广告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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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标后成立专项服务小组，组长张承玉全程接受送印方的任务，保

证送印方有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

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2、设有24小时专线电话(专线电话：025-83217735,15720620058)

服务。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配备三台车辆苏A

-531G0、苏A-8S5X4、苏A-92V8K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力求

客户满意、放心。

          

10.南京金东环印务有限公司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在响应招标文件

基本要求外，我们作出以下服务承诺：

1、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采购合同》，合法经营，按章办

事，自觉维护各委印单位及省采购中心利益。

2、不论委印单位业务量大小，保证积极主动方配合，提供优先服务。

公司设立政府采购业务小组，由副总经理任小组组长，配备4人负责专项管

理，配备2辆专车，优先保证定点印刷品需求，且不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3、设有服务电话：52163420，52161507,开通24小时服务手机1385

1607978，18951954927。只要委印单位提出要求，免费派专人到委印单

位提供服务，并按委印单位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委印任务。

4、承接保密印件，将严格按照《保密法》相关要求执行。

5、承接委印单位的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独立核算；按投标报价

计算、做到准确无误。

6、根据委印单位的承印单建立印刷业务用户档案，实行“三单合一”

管理，开展跟踪服务，按要求及时向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7、公司免费运送印刷品到委印单位，并按委印单位要求储放好印刷

品。对印刷量大的印刷品可免费储放在公司仓库进行保管，待需要时送

货。

8、如委印单位验收发现是我公司造成差错的印刷品，公司将无条件接

受退换货，并及时为委印单位重印补赔，如果造成委印单位损失，我公司

全价赔偿。

9、拒绝委印单位与印刷服务无关的不合理要求。做好对委印单位的廉

政工作，防止腐败事件的发生。

10、设立总经理投诉热线：13905195627，接受委印单位的任何质量

投诉，并随时给予明确答复。总经理定期回访客户，了解客户对印刷质量

的要求，动态管理委印单位印刷品库存，做好预前服务。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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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1. 南京华文实业有限公司
1.本地化服务方案

我公司秉承“出色源于专业、诚信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将竭诚为省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提

供优质服务，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同时，承诺如下：

1、公司总经理统一协调公司生产和管理部门，进一步提高效率，确保印方获得优先支持，并设立专职

客服人员及电话，提供7×24小时全程对接服务。

2、公司在南京市设有成贤街店、奥体店、苏交科店、水西店、方山店、中山坊店、江北店、凤凰店、

徐庄新华柏店、桥北店等十家门店，分布合理，交通快捷便利，门店均设有服务热线，在职员员工约120

人，为项目服务提供了丰富的设备、技术和人力资源。各分店地址及负责人见附件1。

3、公司将在ERP系统中对送印方印刷业务建立详尽的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包含有审批单、送货单、发

票复印件及印刷样本，严格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对每项服务进行全程跟踪，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

向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报表。

4、完善质量控制流程，印件统一按国标执行，确保色彩均匀统一、套印准确、整洁、无划痕；由专人

对印件进行质量检验，出现质量问题，无条件退货，并立即组织人员重新完成印制工作。因质量原因造成

印品无法使用的，我司将承担印方相应损失。

5、所有加急印务，公司将全力保证按质量标准和时间要求完成，不另收费。

6、作为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单位，我公司对于涉密印件，将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由保密人员负责涉

密印件的收件、制作、印制、送货、销毁等需要监制的全过程，杜绝发生泄密事件。

7、根据不同项目，公司开设专门账户，进行独立核算，指定专人结算费用。

8、公司设立专车、专人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按印方要求将印品送到指定地点，码放整齐，送货人员文

明礼貌、耐心周到。

9、协助有关部门严格做好廉政工作，不采用任何不正当方式承接业务，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10、主动要求及配合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行业协会等相关管理部门，上门指

导和督查；定期回访，及时反馈送印单位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我们的服务。

 

序号 店名
厂房面积(平

方米)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1 华文印刷厂 1850
南京市江宁区天旺路8

8号3栋
吴主任 18851707838

附件2 华文成贤街店 837
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5

7-23号
董彩云 13813963101

附件3 华文中山坊店 166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

路532-1号B108
汪 洋 13951781423

附件4 华文苏交科店 150

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

东街8号苏交科科研大

楼北侧一楼

夏慧荣 1333860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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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华文水西门店 165 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

大街223号苏交科一楼

章丽洁 15150509832

附件6 华文方山店 150
南京市江宁诚信大道2

200号苏交科
马庆文 17705174771

附件7 华文江北店 50
南京市江北新区药谷

大道9号中心
唐  骁 13815896513

附件8 华文新华柏店 80
南京市玄武区东杨坊1

31号
陈店长 025-84021083

附件9 华文奥体店 150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

街118-5号
韩立传 18761698470

附件10 华文桥北店 100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

北路110号，翡翠花园

8栋1单元门面房102室

童银玉 15298386553

合计 3698   

华文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工厂面积共 3698 平方米

 

12. 南京创驰广告有限公司
1、南京创驰广告有限公司设立一个专门部门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

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

工作, 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成立专业团队负责，服务电话025-58782276质量响应电话13813

884618全年24小时服务，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

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本公司设立单独建立帐户核算。由经验资

深专人负责。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

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

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严守秘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公司内外无关人员散布、泄漏委托材

料机密或涉及公司机密。

6、严格遵守文件(包括传真、计算机盘片)登记和保密制度。秘密文件

存放在有保密设施的文件柜内，计算机中的秘密文件必须设置口令，并将

口令报告公司总经理。不准带机密文件到与工作无关的场所。不得在公共

场所谈论秘密事项和交接秘密文件。

7、严格遵守秘密文件、资料、档案的借用管理制度。如需借用秘密文

件、资料、档案，须经总经理批准。并按规定办理借用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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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秘密文件、资料不准私自翻印、复印、摘录和外传。因工作需要翻

印、复制时，应按有关规定经办公室批准后办理。复制件应按照文件、资

料的密级规定管理。不得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引用秘密文件和资料。会议

工作人员不得随意传播会议内容，特别是涉及人事、机构以及有争议的问

题。会议记录(或录音)要集中管理，未经办公室批准不得外借。

9、调职、离职时，必须将自己经管的秘密文件或其他东西，交至公司

总经理，切不可随意移交给其他人员。公司员工离开办公室时，必须将文

件放入抽屉和文件柜中。

10、发现失密、泄密现象 ，要及时报告，认真处理。对失密、泄密

者，给予 500-1000元扣薪；视情节轻重，给予一定行政处分；造成公司严

重损失的，送有关机关处理。

11、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12、全体员工一直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经营理

念，始终坚持以客户的需求和满意为核心，以“诚信”为宗旨，不断地用

优质、精美、具有创造力的空间装饰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回报，不

断地为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13、携手创驰，收获未来！创驰广告在与您的合作中，坚持“谨慎承

诺、超额回报”的工作态度，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时刻为客户着想，全力

追求每次合作的全面成功。

 
13. 南京速必得印务有限公司

根根据江苏省2019-2020年度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定点印

刷服务项目(标书编号：JSZC-G2018-455)招标文件要求，我方在协议供

货有效期内郑重承诺：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

出中标范围经营的同时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2.配备有专线服务电话13813863448，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

印方的各项要求，并配有专人对接，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公

布质量投诉电话13605182627，及时解决客户的质量投诉。

3.对承接送印方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账户核算。

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发

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回访服务。并在

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

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14.南京德亮印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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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保证按照2019-2020年度江苏省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

织定点印刷服务项目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

量，提供完善、优质的印刷服务。特作如下承诺：

一、基本服务承诺

1、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

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中。

2、保证承印物品的印刷、装订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

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不低于投标时所提供的印刷样品质量标准。

3、公司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

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4、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由专人财务人员负

责。

5、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有审批单、送货单、

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

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及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

关报表。

6、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

现。

7、定期开展各送印方对我公司的满意度测评，不断完善服务质量。

8、送印方委托印刷的文件，我方能输出一份稿件交给送印方检查较

稿。

9、公司操作员如发现送印方印刷文件有问题，保证第一时间与送印方

联系，以免耽误紧急时间和减少经济损失。

10、对格式不清楚及需要技术服务的客户，可以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服

务。

11、对于较大的定点印刷客户，在原价格基础上，可以下浮5-10％。

12、设立总经理投诉电话，24小时开机13801595963。

13、若发生印刷质量问题，保证无条件退货，并免费重印。

二、印刷质量方面

1、纸张材料：包括纸张品种、克重、厂家，表面是否变形、复写是否

正常等相关纸张材料进行检查检验，确保符合规定和要求，核对无误后质

检员签字确认方可。

2、印刷：对承印物品严格按投标时所承诺的内容进行服务，纸张品质

符合送印方的要求：所有印刷成品字迹清楚、墨迹饱满、颜色无偏差、规

格尺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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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装：成品包装后由专人负责承印物品的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交

货，交货时验收单上要注明项目名称、克度、数量、金额、制作人和验收

人签字。

4、品保部质检员负责产品的全程抽检，对成品数量和质量进行全面准

确的验收后入库，印刷过程到成品入库均采取防潮、防虫和防火等措施，

以确保承印物品符合招标文件中技术规格的要求。

三、服务进效方面

1、服务时间：本公司还提供24小时不间断全天候营业，随时(含节假

日)接收送印方的审批单，并严格按照审批单上注明的要货时间安排生产。

2、加急订单：我公司生产车间采用24小时轮班工作制，如遇有紧急供

货需求，按急件处理，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与贵公司联系，确认样张及产

品相关要求，根据订单的要求交由公司生产部，第一时间安排生产，保证

及时供货，生产过程品保部质检员全程抽检。

3、工艺设备部专人负责生产现场的设备维护，24小时跟班生产，随时

排除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确保设备始终处于正常状态，全力配合完成政

府采购业务的特殊需求。

四、配套服务方面

1、公司保证送印方享有优先服务的权利。因公司坐落于市中心鼓楼

区，现拥有送货员工４名、面包车一辆、电动自行车6辆；先进数码设备多

台，日产百万印量。保证在约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守时地完成送印方交

给的印刷任务。

2、公司还配置了方正印捷软件，以及其它相应的应用软件，能保证与

送印方的印刷制作软件相交融。

3、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分发、邮寄等一条龙服务。

五、保密服务方案

    公司对承接保密业务由专人专项负责，当日完成当日清理，并时刻

派专项负责人监 督业务的生产进度，以保泄密事件发生。

投标单位全称：南京德亮印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

日        期：2018年12月25号

 

15. 四川金鹏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为树立印刷经营良好的形象，推动印刷市场秩序健康发展，我单位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1、为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

刷工作, 定点单位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

服务。专线服务：028-85484803   13551288883

3、对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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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

“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出现。

6、带头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印刷业管理条例》和《印刷品承印管理规定》，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和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印刷企业良好形象。？

7、自觉规范印刷经营行为。坚决抵制非法经营和印刷含有反动、淫乱、迷信内容和国家明令禁止印刷

的其他内容出版物，做到依法经营、文明经营。？

8、严格验证准印手续，未核发《准印证》的内部资料或者内容不符合《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

的资料一律拒绝印刷。？

9、严格执行印刷质量标准，内部资料的印刷质量符合一般出版物的印刷质量标准。

10、在从事印刷经营活动过程中如有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按照接受一切处罚。？以上承诺，诚请行业

主管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严格监督。

11、售前：按客户要求，本公司在最长1小时内做出响应并上门接货。  

12、售后：

1、质量保证：质量实行三包。  

2、交货时间：按合同签订时间交货。(通常一般数量印刷品在5个工作日内交货，数量较大的经双方协

商后按时交货，如有急用印刷品24小时内交货。)

3、保证满足客户印刷品需求，随叫随到，上门服务。  

4、让客户满意是本公司的目标。我们承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保质保量。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您对我们

的商品和服务不满意，我们当场处理，若属于质量问题，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内予以免费重印。若造成客户

损失的，双方协商解决。

5、我单位在提供印刷服务时，制版、印刷、装订要求不得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

执行。

6、对采购人交印原稿进行录入排版、校对、出样，校对差错率不得高于万分之二。

7、我单位免费出样送交采购人校对，采购人应对出样认真校对。在采购人校对无误的样稿上签字确认

后，我单位方可安排正式印刷，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印刷费用。

8、送校过程中，三次以内的上门送样校对均应免费。

9、我单位设有内部管理制度，包含生产、保管、发送、残次品销毁、安全控制，由我单位引起的事故

及造成的损失由我方自行承担。

 
16.南京源木真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为江苏省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提供更好的印刷服务，我司

在认真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和积极响应招标文件中有关“基本服务要

求”的基础上，并做出如下承诺：

1，公司保证送印方享有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确

保按合同要求，保质保量及时交货。

2，公司成立“政府定点快速服务通道”，配备主管级技术人员提供专

门技术服务；保密印刷件采用专人负责，封闭生产，所有废张定点封闭存

放，及时销毁决不流失；公司专门为定点单位配备专用台数字化印刷系

统，有效的保障及时优先为了定点单位提供服务。    

3，公司设立24小时专用热线(025-58822978，13390775685)，实

行优质服务，无需机关同志往返印刷企业，我们提供24小时上门取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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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服务，不论业务大小，随叫随到；并建立健全企业服务体系，加强质量

管理，保证产品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条件，确保产品及时使用。

4， 公司位于交通便利的河西奥体CBD中心区(建邺区庐山路140号嘉

业国际城3幢101室)，靠江东路快速干道、公司配备2台“定点印刷业务”

专用运输汽车，其中一台为高性能越野汽车，为了24小全天侯全天时(各种

天气)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通过城西快速通道，到北京西路15分钟)，地

铁2号线奥体东站；与河西新城大厦彼邻，步行10分钟；公司配备5台电动

自行车，有效的保证即时性。

 

5，引进国际专业客户管理软件系统，对送印方建立独立的用户帐户，

便于更好的财务核算；建立独立的用户档案，开展跟踪式服务，为送印方

提供更好的服务。档案中应包含：审批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印刷样

本严格实行“三单一样”的存档管理；按时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和南京

市政府采购中心申报有关报表，并主动邀请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南京市

政府采购中心，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上门指导与监督。

 

6，我公司生产的各种印刷品，按客户要求使用环保材料，保证产品质

量，搞好质量检测，杜绝残次品，所有成品均达到国家相关规定标准；价

格严格按价格表收费。

 

7，  公司安排主管级质检人员对印刷产品进行质量检实验，如发现质

量问题，无条件退货，起动应着急预案重新加班印刷；对客户在印刷产品

中发现质量问题，在接到客户通知后第一时间派出定点专门服务人员上

门，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解决；在产品印刷中确属公司印刷问题，严格履行

合同中规定的赔偿责任。

 

8，  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杜绝腐败现

象出现；遇到任何与廉政工作相关问题，第一时向有关部门回报。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17.南京北极金盾印刷厂

本厂地处南京玄武区太平门街，交通方便，能为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印刷提供快捷、方便

的服务。本厂是解放军某部定点印刷单位，长期为部队机关服务，有丰富的为政府机关服务的经验，人员

素质高、作风扎实。本厂拥有6台数字印刷机、其中黑白数字印刷机三台、彩色数字印刷机三台，人员配备

完善，有独立的胶装装订机等装订设备，生产能力强大，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批量的短版印刷。

本厂愿以真诚的态度与贵单位进行印刷业务的合作，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除响应招标文件基本要求

外，我厂还提供相关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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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标后将设立快捷绿色通道，积极与送印方配合，随时响应定点单位的各项要求，保证省级机关、

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的印刷业务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确保送印方产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保证决不

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专线电话：025-80886597,02580886049，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

方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力求送印方满意、放心。

3、我厂如中标，将独立建立账户核算。

4、将针对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印刷业务特点制定专项管理制度，建立用户档案，审批单、

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跟踪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

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止腐败现象发生。

6、不用任何不正当方式进行竞争。

7、承诺按我厂投标文件的价格标准收费，并在收费单上标明纸张规格、重量、品牌、数量以及加工工

艺。

8、承诺按需方要求(质量、规格、纸张品质、时间等)完成印刷，急件等特殊情况不收取加急费。

9、承诺出错率不高于万分之二，做到墨色均匀、图文清晰、装订牢固。

10、严格按照IS0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对企业印刷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采用绿色环保无毒

油墨印刷、绿色环保印刷工艺印刷，产品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投标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2016年12月26日

 
18. 南京美特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承诺一：

1、承诺并保证送印方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积极主动与送印方配合，

并在不超过承诺的印刷期限内完成印刷工作, 不得超出中标范围经营。

2、承诺并保证设有专线服务电话，不论业务量大小，随时响应送印方

的各项要求，并按送印方要求免费提供上门服务。

3、承诺并保证承接的定点印刷业务，单独建立帐户核算。

4、承诺并保证送印方的印刷业务建立用户档案，档案内容应有审批

单、送货单、发票复印件和印刷样本，实行“三单合一”管理，开展跟踪

服务。并在每季度结束后一周内，向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报送有关报表。

5、承诺并保证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送印方经办人的廉政工作，防

止腐败现象出现。

承诺二：

如果我公司作为贵公司的印刷服务单位，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

的售后服务，除完全响应投标文件第四章提出的服务要求外我公司更是对

售后服务做出以下承诺：



2020/6/19 江苏政府采购网

www.ccgp-jiangsu.gov.cn/xygh/gwys/201901/t20190118_390429.html 95/95

业务响应时间为7+24的模式，即每周7个工作日，每天24小时的响应

工作模式。

1、保证贵公司的所有印刷服务得到优先服务的权利，并为贵公司成立

由总经理直属负责的专项服务组，并设项目经理专线24小时投诉电话：18

251898780。

2、对所有关于设计、排版、印刷上所提出的问题，虚心接受，并逐一

为其解答。保证在1小时内做出回复，并以最短的时间内予以解决问题。

3、对所有印刷品均是免费送货，并对其进行售后回访服务。

4、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提供对印刷品分送、代发、邮寄等服务。

5、我们承诺所有加急的印刷品，不会收取任何其他费用，同时并保证

其优先印刷。

6、凡是存在印刷质量问题，我公司将承担无偿重印的责任。

 

“江苏政府采购网”是中国政府采购网江苏分网，是江苏省级唯一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网络媒体。“江苏

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所有招投标信息，未经书面许可其他任何网站和个人不得转载。否则，“江苏政府采购

网”将追究转载者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