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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 年江门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电梯供应服务资格项目 

中标供应商名单 

序号 中标供应商名称 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号

码 

1 
西子西奥电梯有限
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城大道 400
号新城总部中心25号楼101

020-82647555 梁桂铭 17502037130 

2 
江门市永业电梯工
程有限公司 

江门市丰乐路 49 号之一 3
楼 

0750-3391888 杨媚笑 13630422487 

3 
佛山住友富士电梯
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雾岗路 33 号
“华艺装饰材料物流城”内北
区 5 座三层 41-44 号（住所
申报） 

0757-8277352
5 

潘全东 18933016380 

4 
广东铃木电梯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工业
大道北穆院工业园 12 号   

0757-8541842
7 

潘啟伯 13415570081 

5 广东恒达电梯机电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侨兴北路 0750-6118777 黄杨活 1342729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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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有限公司 17 号 105  

6 
江门铨允电梯有限
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江华二路 10
号 209 商铺 

0750-3112212 
0750-3110092 

张荣就 
13709613721 
18507503721 

7 
江门市广州电梯工
程有限公司 

江门市建设二路 13 号三楼 0750-3288078 陈仲汉 13923081234 

8 
广东名优电梯工程
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龙海苑六幢
206  

0750-3287028 朱翠笑 13827020329 

9 
江门市怡润机电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大道 140
号之三 301、302 

0750-3933938 何文杰 13322880305 

10 
江门市江菱电梯工
程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良花新村西
96 号 105 铺 

0750-3384913 凌彩莲 1342829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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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2020 年江门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家具 

供应服务资格中标供应商名单 

 

序号 中标供应商名称 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号码 

1 
中山市思进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雕卓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13 号利家城第 18 座首层

101、103 号，二层 201、203、

205、207、209、202、206、

208、210、212 号） 

0760-89818006 丁银银 13411624987 

2 
广东沃豪家具有限

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篁庄大道西

10 号 7 幢 2-616 之四 
0750-3909360 陈艳霞 15976447545 

3 广西志光家具集团 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 25#教 0750-3099428 朱金源 1821925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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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学楼一、二层自编 04 号 

4 
中山市国景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 683 号

25#教学楼自编 06 号 
0760-87332688 容逢生 13544995572 

5 吉荣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丰乐路 18 号

之 106 室 
0750-3963813 甘洪伟 13794236977 

6 
中山市中泰龙办公

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丰乐路 18 号

112 
0760-88555555 张华莹 13302885589 

7 
广东格泰家具有限

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江会路

18 号 3 座 301 之五 
0750-3065671 何文杰 13702276682 

8 
江门健威家具装饰

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金瓯路

399 号健威工业城 
0750-3186138 蔡嘉琪 18666981622 

9 
中山市派格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丰乐路 18 号

115 
0760-88485688 钟思恩 1382242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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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山市优冠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华园东路 4号

第二层

12-1/21+0.5MR-Y+2M 轴 

0760-89925393 叶红苑 18219116074 

11 
江西远大保险设备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滘江门市蓬江区棠下石 富坑

工业区 3号厂房 
0795-7860299 蔡强琦 17728637258 

12 
江西卓尔金属设备

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西环路 44 号

119 室 
0795-7865666 徐慧刚 15815625128 

13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

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康城广场路 4

幢 2410 室号 
0750-3899165 何文 13822339084 

14 
广东一定好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城新会大道中

路 39 号 1 座 111 
- 宋川 18819139799 

15 
江门市欧化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大道东

75 号 111 铺 

07506110128、

075066116633 
陈锦龙 1306620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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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门市神马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义乌小商品城负一楼

（神马家具） 
0750-3682488 黎励 18138028338 

17 
江西远洋保险设备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丽晶花园 9幢

-8-9 号首层、江门市新会区

大泽镇五和村鼠山、双飞山

（A、B、C厂房） 

0750-7356888 熊思平 18679524988 

18 
广州日兴家具有限

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河北村梅

昌里朗芯(车间、仓库) 
0750-6660073 郭锡坚 18102812302 

19 
广州欧依家具有限

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二路 113

号第二 8-17A-2.5M-E 轴自

编 2212 

13922172226 刘峰 13719472333 

20 
中山市颂泰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大道东

75 号 111 铺 
0760-88966379 梁荣新 1331676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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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江西万橡家具集团

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连海路高

新区 15 号地 
0795-7861388 丁飘 15170599111 

22 
江门市亿业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贯溪村

迎宾大道西113号150号（自

编 01 号） 

0750-3677144 赖少彪 13392078076 

23 
江门市良盈家具有

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群华路号 15

号（南方教育装备创新产业

城）5幢 702-27 

0750-3511288 杨应富 18933155747 

24 
广东邑汇教育装备

有限公司 

蓬江区群华路15号 5幢 702

之三十八 
0750-3228690 李玉燕 1366494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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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门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电梯、办公家具 

协议供货管理规定 

（2019 年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监督，增加透明度，提高政府采购工作

的信息化程度，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

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供货内容为垂直电梯（含医用电梯）、办公家具（办

公桌、办公椅、沙发、茶几、桌前椅、书柜、文件柜、更衣柜、

茶水柜、保密柜、会议桌、会议椅、屏风工作位、礼堂椅，公共

场所排椅，以及教育机构、医疗机构使用的家具（有特殊或专业

要求的除外）等）。 

第三条 采购预算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不含 50 万元）的电

梯、办公家具实行协议供货。 

第四条 电梯、办公家具协议供货的供应商采用公开招标的

方式确定。  

第五条 由采购人自行在中标供应商中“货比三家”后确定

成交供应商和成交价格。  

第六条 供应商是指 2019-2020 年江门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电

梯、办公家具供应服务资格项目的中标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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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购机构是指江门市政府采购中心。  

第二章 采购程序 

第七条 采购人制定电梯、办公家具内部采购计划。采购人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采购电梯、办公家具，确定预

算金额，并办理相关政府采购计划（备案）手续。  

第八条 采购人选定成交供应商，确定成交价格和交货时间，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在办公家具采购项目中，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与成

交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在供货后将办公家具送交有资

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以及约定抽样的数量和部位、检测费用

的承担、检测不合格的处理办法、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九条 成交供应商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履约。  

第十条 采购人在供应商履约完毕后的 2 个工作日内自行组

织验收。 

验收标准按照行业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

标准的，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合同约定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的，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填写《政府采购项目验收书》。第三方

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第十一条 政府采购合同应当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

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

件的，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 30 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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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商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延

迟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供应商付

款的条件。  

第十二条 供应商定期（每季度）汇总电梯、办公家具采购

数据，并报送市财政局和集中采购机构。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市财政局对电梯、办公家具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

督，对采购人和供应商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集中采购机构负责电梯、办公家具政府采购的日

常管理，协调处理采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和集中采购机构将不定期对电梯、办公

家具采购情况和供应商履行采购合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采购

活动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进行严肃处理，并在网上通报，记

入政府采购诚信档案。  

第十六条 对于供应商违反电梯、办公家具供应服务承诺的

行为，或者采购单位工作人员不按有关规定执行的行为，市直单

位、各供应商应及时向市财政局和集中采购机构反映，以便监督

管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