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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投标须知 

1. 如何获取招标信息？ 

1) 登录隆基官网获取，https://www.longigroup.com/，至页面最下方，快速链接，

点击“招标公告”查看所有招议标信息； 

2) 登录隆基供应商管理平台获取，http://srm.longi-silicon.com:6060/。 

2. 投标方资质要求？ 

1) 具备生产或经营招标标的物所必须的资质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加盖公章），税务登记证副本（加盖公章），具体所需资质见附件 2； 

2) 原则上要求成立 1 年以上，注册资金主设备大于 1000 万；通用设备大于 100 万，

供应商分类见附件 1； 

3) 行业内业绩较优，质量控制体系完善，具有一定成本和技术优势、具备一定的供应

能力，能够长期合作的供方； 

4) 原则上符合招标文件中关于投标方资质要求的供方均可参加，但以下情况不得参加

投标或投标失效： 

a)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显示经营异常和失信企业； 

b) 已被隆基列为“黑名单”的企业； 

c) 存在关联交易的不同公司主体，或不同业务实体实际控股人或受益人存在重叠

或亲属关系的，原则上不得同时参与投标。特殊情况的，应主动澄清说明，如

经核实存在刻意隐瞒行为的，视为“围标”，相关方将被被取消投标资格，已

中标的将取消中标资格。 

https://www.longigroup.com/
http://srm.longi-silicon.com: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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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标文件如何递交？ 

按照“招议标文件”中要求的投标截止时间，以“正本、副本”制作投标文件，盖公章

或财务章密封，在指定的地点，转交或邮寄至指定联系人。 

4. 参与投标需准备哪些资料？ 

1) 代理商须提供被代理生产厂家的资料 

2) 投标人需携带盖公章或财务章的《授权委托书》； 

3) 投标人有效人身证件复印件； 

4) 盖章后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审计回函》 

5) 盖章后的《供应商须知&承诺函》 

6) 空白的盖公章或财务章的报价单，以便招标现场更新价格使用； 

7) 其他能够说明公司历史业绩或履约能力的资料：客户群，产能信息，产线设备信息，

研发能力等。 

5. 投标注意事项及原则 

1) 隆基坚决抵制串标行为，对于个别供方刻意与其他厂家形成价格联盟的行为，经核

查属实的，对于存在串标行为的厂家将取消投标资格，对于已经中标的，将评估取

消中标资格； 

2) 供方在投标现场或隆基 SRM 系统提交的报价均应真实有效，对于恶意报价、中标

后无履约能力的供方，将评估取消投标及合作资格，对于情节恶劣的，将考虑列入

隆基“”黑名单”，永不启用。 

二、供应商交付须知 

1. 如何确认订单？ 

1) 我方会依据双方合作协议在 SRM 系统内创建订单，系统会自动推送信息到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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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邮件，您需要在 2 个工作日内对订单进行确认，完成后请回签我方。若上述期

限内未有反馈，则视为您已自动接受该订单。 

推送信息内容：“您好，【隆基**公司】采购员提交了一张采购订单（订单编号：

******）,请尽快登录隆基股份 SRM 系统中进行确认及处理，谢谢配合!” 

2) 您对该订单提出的单方面修订意见及额外条款不能构成对我方的约束，除非我方对

上述意见及条款有书面的确认。 

3) 经您确认后的订单被视为双方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受到协议条款的约束。但订单

中的价格、数量及交货条件如与协议约定相冲突，请以订单为准。 

4) 订单中贸易术语以 Incoterms 2010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为准。 

2. 您的货物送往哪里？ 

硅片事业部地址如下： 

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夏区开元东路 15 号，货物由东门进入（一厂）； 

      银川市西夏区开元西路 1 号（二厂）； 

      银川是西夏区宏图南街 373 号，货物由西门进入（三厂）。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团结南路。 

西安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88 号。 

无锡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无锡市锡梅路 102 号。 

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镇清洁载能产业园区。 

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辛街乡长岭岗硅基产业园。 

楚雄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金山镇。 

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镇清洁载能产业园区。 

组件事业部地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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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组件厂）：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康路 8 号 

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电池厂）：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兴泰南路 268 号 

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一部：浙江衢州东港经济开发区白灵路 2 号  

二三部：浙江衢州东港开发区东港二路 46 号   

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滁州大道长江东路交叉口 

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萃南街战略新兴材料加工区 14#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尚苑路 8369 号创新花园对面 

合肥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电池厂）：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高新区长宁大道 888 号

S1 

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装备制造园区圆通街 365 号 

3. 开票对账您需要注意些什么？ 

1) 硅片事业部每月 10 号开始在 SRM 系统内创建开票通知，（组件事业部每月 6 开始

在 SSRM 系统内创建开票通知），请您及时进入系统进行核对，如有异议则及时反

馈；如无异议，请完成系统内信息确认及提交，并依据开票通知要求开具发票。 

2) 如果您在 SRM 系统内确认开票通知时，发现不同批次的交付货物可能存在付款账

期或付款方式的不同，还请区分创建票据信息并分开提交。 

3) 发票原件需邮寄至我司，扫描件及关联订单扫描件可邮件发送。 

4) 我方发票接收截止日为每月 25 号，但您仍需尽早完成系统对账及发票邮寄事宜，

避免延迟风险。 

5) 其它未尽事项可咨询相关采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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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供应商分类 

供应商分类 物资类别 物资名称 

主设备 

拉晶设备 硅料处理设备、单晶拉制设备、晶体加工设备 

切片设备 硅片加工设备、硅片加工辅助工装设备 

电池片设备 电池生产设备、电池检测设备 

组件设备 组件生产设备 

外围动力设备 
给排水及水处理设备、空调通风设备、加热制冷设备、空气特气

设备、供电配电设备、节能环保设备、消防安全设备 

通用设备 

辅材加工设备 坩埚加工设备、石墨加工设备、炭炭加工设备 

实验室设备 实验室设备 

通用-检测量具设备 检测设备、量具设备 

通用-运输设备 货车、运输车 

通用-吊装设备 吊装、升降设备 

通用-维修类设备 维修类工具设备 

其他设备 主设备之外的其他设备 

附件 2：供应商开发所需资质证明 

供应商开发所需资质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基本资质 

1、三证资质---供应商注册时上传； 

2、供应商盖章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及审计回执---供应商调查表维护

时上传附件； 

3、供应商须知&承诺函---供应商调查表维护时上传附件。 

二 体系证书 
材料类供应商需上传供应商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如有其他体系认证证

书一并上传---供应商调查表维护时上传。 

三 行业资质（如下）---供应商调查表维护时上传 

序号 业务类型 行业资质 

1 危险化学品采购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供应商自主生产的） 

道路运输许可证 

2 危废物资处置业务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道路运输许可证 

3 涉及进出口业务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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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认证业务 检测认证资格认定相关证书 

5 招聘类服务业务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6 车辆租赁业务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行驶证 

驾驶证 

7 餐厅外包业务 
餐饮服务许可证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员证 

8 消防改造工程业务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 

9 建筑垃圾处理业务 
建筑垃圾处置证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10 食品公司 

食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经营许可证 

食品卫生许可证 

11 涉及生活垃圾处理业务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 

12 物流类业务 道路运输许可证 

13 消防维保服务业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14 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证书 

15 电梯维修业务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维修 

16 电力安装维修业务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 

17 医院 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1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