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一来源采购单位内部会商意见表〈一〉

中央预算单位

采购项目名称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水下缆控潜器(ROV)零部件采购

采购项目预算(万元) 1119.6978 

拟采用采购方式 | 单一来源采购
采购项目概况、拟采用采购方式的理由、供应商(制造商及相关代理商)名称及

地址

采购项目概况"发现"号水下缆控潜器 CROV) ，是专为"科学"号科考

船量身定制的无人缆控水下机器人，制造商为英国 SMD 公司。潜水器与母船之间

通过 4500 米铠装脐带缆连接，以供电和传输图像、数据等。"发现"号 ROV 自

2014 年投入使用以来，己安全运行 3000 余小时，获取了数以万计的海底样品，

完成了近百余次水下原位实验。为保障设备运行及后续科考航次需求，需要采购

部分重要备件，用于"发现"号的日常维护或故障修复。因拟采购备件多数由"发

现"号制造厂商定制化生产且种类繁多、供货周期长，需要提前采购，拟采购备

件预算约 119.6978 万元。

拟采用采购方式的理由:本次所采购的备品备件均为非标准件，用于 ROV

设备运行易损零部件损坏或损耗时更换用，原设备供应公司不对第三方零备件开

展技术服务(否则出现损坏外商不承担责任)。为确保设备安全运转，保证原有系

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建议仍从原设备供应商处(英国 SMD 公司)购买，采购方

式为单一来源。 SMD 公司授权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全权处理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发现"号 ROV 所有的备件和技术服务事项。供应商为设备生产

商在国内的实体 CSMD 英国和 SMD 上海都属于中车) ，无中间供应商，采购价为

生产商价格。

供应商(制造商及相关代理商)名称: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飞舟路 321 号 A3 区、 B 区 3 层。

使用部门负责人签字 礼台分向?
联系电话 圳之一 ð;J_~216 rùJ~ 
说明: 1.对采购限额以上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需要直接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

式的采购项目，需在采购前填写此表。
2.此表除使用部门负责人签字外，其他内容均用计算机打印。



单一来源采购单位内部会商意见表〈二〉

中央预算单位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预算(万元)

拟采用采购方式

单位内部会商意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水下缆控潜器(ROV)零部件采购

119.6978 

单一来源采购

"发现"号水下缆控潜器 (ROV) ，是专为"科学"号科考船量身定制的无

人缆控水下机器人，制造商为英国 SMD 公司。为保障设备运行及后续科考航次需

求，需要采购部分重要备件，用于"发现"号 ROV 的日常维护或故障修复。本次

所采购的备品备件均为非标准件，用于 ROV 设备运行易损零部件损坏或损耗时更

换用，原设备供应公司不对第三方零备件开展技术服务(否则出现损坏外商不承

担责任)。为确保设备安全运转，保证原有系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建议仍从原

设备供应商处(英国 SMD 公司)购买，采购方式为单一来源。

SMD 公司授权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全权处理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发现"号 ROV 所有的备件和技术服务事项。供应商为设备生产商在国内

的实体 (SMD 英国和 SMD 上海都属于中车) ，无中间供应商，采购价为生产商价

格。

经过与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多次沟通谈判，该公司报价为优惠

价，供货价格约为 119.6978 万元，并满足交货时间、质保服务、付款方式等方

面的要求，将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签订

采购合同。

综上所述，拟推荐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作为此次 ROV 备件单一

来源采购供货商。

政府采购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I À 主惜一
财务部门负责人签字 | 马y

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i 付走?毛
使用部门负责人签字 | 礼 知 ~ 
说明: 1.对采购限额以上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需要量接更用单一来源采购方

式的采购项目，需在采购前填写此表。

2.此表除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外，其他内容均用计算机打印。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 
7 Nanhai Road 
Qingdao 266071 
P.R.China 

7 June 2020 

Dears Sirs, 

Soil Machine Dynamics Ltd 
Turbinia Works 

Davy 8ank 
Wallsend 

Tyne and Wear 
NE286UZ 

UK 

V.A.T. Reg. No. GB 499 9476 48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1028571 

wWW.smd.co.uk 

Tel: +44 191 234 2222 
Fax: +44191234 0444 

I am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CRRC SMD (Shanghai) Ltd, a company duly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aving its principle place of business at NO.321 Feizhou Road, 
Nanhuixincheng Town,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P.R.C, is operating as a part of the SMD Group of 
Companies with managerial oversight provided by Soil Machine Dynamics Ltd. 

Consequently, we fully support provision to IOCAS of spares and technical suppo民 from CRRC SMD 
(Shanghai) Ltd. 

CRRC SMD (Shanghai) Ltd will provide the best local support possible to IOCAS. Spares orders will be satisfied 
either by local sourcing (where applicable), or by internal orders placed on Soil Machine Dynamics Ltd in the 

UK. 

Furthermore, at Soil Machine Dynamics Ltd we remain at your disposal to 。仔er support as and when 
required. 

Yours faithfully, 

John McCann 

Mobile: +65 9066 4204 
email: iohn.mccann@smd.四

母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