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分项报价明细表

序号 名称 品牌 产地 规格要求 单 价（元）数量及单位 合计（元）

1 水泵 伊誊 上海

进口直径：150mm，出口口径：150mm，流量：

330m3/h，最大扬程：37m,吸程：7.6m，叶轮

外径：317mm，转速：1550rpm，泵转速：1550，

最大压力：0.33Mpa，通过颗粒最大直径：

76mm，发动机转速：1500r/min-1800r/min，

功率：41KW,进气方式：涡轮增压，附件：拖

车、快速接头

95600.00 2台 191200.00

2
发电机

组
锐孜 上海

20KW 静音 额定功率（KW):20，额定容量

（KVA）：25KVA，额定电流(A)：36，额定输

出电 压：400V/230V，额定转速：1500rpm，

额定频率：50Hz，燃油消耗率（g/kw.h）：

≤258.4，启动控制方式：DC12V电启动/机械，

额定功率因数： COSΦ=0.8（滞后），稳态

电压调整率（%）：≤±1，电压波动率（%）：

≤±0.5，燃油牌号：（标准）0#轻柴油（常

温），静音

38800.00 1台 38800.00

3

发电机

组

40KW

锐孜 上海

40KW 静音 额定功率（KW):40，额定电流(A)：

72， 额定输出电压：400V/230V,额定转速：

1500rpm,额定频率：50Hz,启动控制方式：机

械/电子，冷却方式：水冷

45700.00 1台 45700.00

4

移动照

明小车

（含小

型发电

机推拉

小车有

牵引环

华亮照

明
温州

额定电压：220V/50HZ,光源功率：2*150W,

光通量：2*12000lm，发电机静音：汽油发电

机，燃油类型：92#，注满燃油使用时间：6h，

油箱容量：1000W/4.2L,最大起升高度：

4500mm

8780.00 5台 43900.00

5 袋类 三润 青岛
材质：聚丙烯，规格：73.1克/平米 尺寸：

50×70cm 带封口绳。
1.05 60000条 63000.00

6 土工布 恒瑞通 德州

206g/㎡ 长丝，幅宽4米，每卷长度50米；包

装：每卷内用白色塑料薄膜，外用黑色编织

布包装，6道打包带捆扎。

3.10 7000平方米 21700.00

7 土工膜 恒瑞通 德州
一布一膜，长丝,612g/㎡,幅宽4米，每卷长

度50米。
10.00 6000平方米 60000.00



8 桩木 吉奥 青岛

长1.5m 材质：落叶松，无腐烂，直径：9-16cm,

小头削尖。（按平均直径13 cm长1.5m折算支

数）

1100.00 26立方米 28600.00

9 木桩 吉奥 青岛
长1.5m 材质：落叶松，无腐烂，直径：9-16cm,

小头削尖。
26.00 300支 7800.00

10 电缆 起远 上海
国标电缆VV22 3×25+1×16，100米每卷，每

卷配转盘及支架。
83.00 1000米 83000.00

11
便携式

工作灯

华亮照

明
温州

额定功率：7W,光通量:1800lm，射程：300

米，灯珠类型：LED,续航时间：130min，防

水等级：IPX8(水下2米）。

64.00 130只 8320.00

12 投光灯 神火 深圳

额定电压：3.7V, 额定容量：4Ah,光源:强光：

350mA, 工作光：200mA，平均使用寿命：

100000h，充电时间：6h,电池使用寿命:约

1100h。

229.00 10只 2290.00

13 救生衣 兴泰 无锡

1、材质：优质牛津布料；颜色：橙色；

2、★浮力96N；

3、经向、纬向拉断强度≥784N/（200mm×

50mm）；

4、经向、纬向密度≥106根/100mm；

5、缝线：耐油、耐海水机缝线，断裂强度

≥19n；6、产品包装：纸箱包装，20 件/箱，

纸箱尺寸（长×宽×高）≥550mm×400mm×

550mm；

7、叠摞高度≥8层。

26.00 420件 10920.00

14 救生圈 兴泰 无锡
外径：710mm、内径：440mm、内周长：1380mm，

浮力大于14.5公斤。
66.00 100个 6600.00

15 铁丝 耐久 临沂 10#热镀锌 7.80 500千克 3900.00

16 铁锨 耐久 临沂

制式军品。全长1200mm，铲头宽：240mm，铲

头长：300mm，手柄直径：38mm，把柄材质：

木质

20.00 1100张 22000.00

17 油锯 威锐猛
石家

庄

发动机型式：风冷二冲程（单缸），导板尺

寸：20英 寸，排量：52CC,输出功率：

2.1KW/7500R/min,燃料体积：510L,油量：

260ml。

408.00 16个 6528.00

18 斧子 耐久 临沂
材质：钢制，全长：920mm，刃宽：100mm，

柄长：900mm，手柄：木质，净重：≥1.3kg
24.00 10把 240.00

19
水上救

生绳
兴泰 无锡

1、材质：高强丙纶丝，带反光功能；

2、直径12mm；

3、每盘绳子长100米；

4、★断裂强度 ≥15kn；

436.00 80套 34880.00



5、带2套浮环和卡扣；

6、产品包装：纸箱包装，300m/箱，纸箱尺

寸（长× 宽×高）≥630mm×500mm×500mm

20

远距离

救生投

抛器

逐浪
石家

庄

动力源：气动 抛投距离：120m 发射初速：

60m/s,工作压力：7Mpa, 最大后座力：5400N,

抛绳尺寸：3mm*250m,气瓶容 量：1.5L，基

本配置：发射枪、气瓶、救生绳、充气管、

救生圈等基本配置：自动充气救生圈、救生

绳等

9987.00 6台 59922.00

21
雨衣、

雨鞋

天堂

旭升

杭州

界首

市

雨衣：分体式 尺码：（实际需求尺码根据需

求方提供数据为准）配置：雨衣、雨裤材质：

纳米级分子材料，多微孔防水薄膜透气PU 聚

氨酯防水 其他特点：3D 立体反光设计、松

紧调节、透气内里、雨鞋：产品颜色：黑色

产品材质：橡胶一体成型 产品规格：高筒 其

他：防扎防刺、鞋底耐磨防滑、PU 调节护口、

耐磨防滑、高弹性柔软舒适、内里透气，排

气吸汗（实际需求尺码根据需求方提供数据

为准）

206.00 150套 30900.00

22 雨伞 天堂
杭州

直径：123cm 类型：长柄伞 伞布材质：双

层加密伞布伞架材质：加固加粗、韧性强，

不生锈、玻璃纤维其他特点：EVA 手柄、防

雷防滑橡胶头

32.00 150把 4800.00

合计总报价

（元）
775000.00

供应商名称（盖公章）：青岛吉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

时间：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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