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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木舟總會 

快艇標書 (斬竹灣訓練中心) 

投標資格及細則 

 

本會本會將購買快艇壹艘，現就有關設施進行招標，標書細則如下：  

 

1.  投標資格：必須以公司名義方會接受  

2.  截標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 日前中午親身遞交或寄回本會，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14 室 

          [標書必須放置予密封信封內，每條遞交的紙張須蓋上公司蓋章，  

並註明：香港獨木舟總會-快艇標書(斬竹灣訓練中心)] 

3.  標書內容，請參閱有關文件，共 4 頁 

4.  如投標人與本會委員/職員有任何利益衝突，須按相關指引作出申報 

5.  投標人提供的所有物品和服務必須符合香港相關法例的要求 

6.  聯絡人和電話：麥先生 25048186 

7.  電郵：info@hkcucanoe.com.hk 

8.  宣佈日期：獲錄用者將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或之前獲本會電郵確認。 

9.  本會會根據其標書內容、經驗及計劃挑選合適的承辦者，並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 

10. 送貨: 落實後，本會將落訂金 30%及將快艇交送至 

香港獨木舟總會- 斬竹灣訓練中心[西貢斬竹灣 (烈士紀念碑斜路落)]。 

交貨後約兩星期繳付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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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邀請 

 

本會將購買護航快艇壹艘，誠邀 貴公司提供有關報價： 

1. 規格： 

項目 要求/規格 數量 由承辦商填寫 

A. 護航快艇 

1 玻璃纖維製  (充氣橡皮艇均不被接受) 

- 可安裝 18 匹至 25 匹舷外機 

- 船邊有防撞條 

- 可坐三名乘客 (不包括駕駛員 ) 

1 艘 長度 

 

 

(      米) 

2 錨及錨鏈 1 套   

3 漂浮救生索須附連救生圈 

(救生圈兩面須標有擁有權證明書編號) 

註 1 (救生索長度        米) 

(救生圈             個) 

4 成人救生衣及小童救生衣 註 1 (成人    件/小童   件) 

B.燈號、號型及聲號 

5 桅燈  註 1 (                 個) 

C.滅火裝置  

6 手提式乾粉滅火器 註 1 (                 個) 

D.舷外機(連油箱) 

7 18-25 匹二衝程或四衝程舷外機連安裝  

(舷外機生產商/代理必須在本港設有零件

售賣或訂購服務) 

1 套 (      Hp/        牌子) 

E.快艇架 

8 艇架需有頭轆和手動絞盤引艇 

快艇及艇架必須分開報價 

(請另提供規格) 

1 套  

註 1 按海事處《工作守則 --第 IV 類別船隻安全標準》(2016 年 9 月版) 要求提供物品。 

註 2 如人數超個 4 人，必須進行海事處傾斜試驗後才完成交貨。 

快艇總額 [(A)+(B)+(C)+(D)] ：港幣________________(元) 

 

快艇架 (E)：港幣________________(元) 

 

總額 [(A)+(B)+(C)+(D)+(E)]：港幣__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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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提供快艇設計圖樣 

 

3. 報價需連申領牌照及運輸費用 

 

4. 標書有效期：由截標日期計起，不可少於 90 日 

標書有效期為_____日 

 

5. 折扣 

本會乃體育總會，貴公司會否有折扣優惠，如有請填寫。 

本公司將會有____%的折扣 

 

6. 保養: 

請列明上述設施的保養期和範圍 

如不敷書寫，可另加附頁 

 

 

7. 付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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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算可交貨日期  

 

 

 

 

 

 

 

 

 

9. 公司資料 

公司名稱  

 

商業登記號碼  

 

地址  

 

聯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公司蓋印及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