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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纺福田染料助剂集中采购供应商募集公告 

 

    中国中纺集团有限公司（央企）控股企业香港福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1969

年成立，是世界上最大和历史悠久的圆筒针织面料制造商之一，旗下国内生产基地分别

有: 江阴福汇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福汇），位于江苏省江阴市高新区萧山路 9

号; 盐城福汇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福汇）,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经济开发区黄山

南路 38号; 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田丽海)，位于广东省东莞市

沙田镇稔洲管理区环保工业城。 

    上述三家公司对日常生产运营中所需的染料助剂进行集中采购, 现诚邀有意愿合

作的供应商进行供应商目录库入库的申请。日后福田公司染料助剂的采购均会在目录库

内进行询比采购。  

    供应商募集公告渠道: 

    1. 通过中纺集团网站平台 

    2. 主动邀请 

    3. 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告服务平台（www.jszbtb.com） 

    4. 中国招标网（https://zb.zhaobiao.cn） 

 

一. 供应商入库条件 

    1. 报价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持有有效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化学品相关业务内容。 

    2. 报价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危险化学品的企业须具备: 

       ①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及产品附页。 

       ②易制毒类危险化学品需“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③易制爆类危险化学品需易制爆类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系统截图或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备案证明。 

       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许可证。 

    3. 报价人未在“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 报价人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 如实填写“染料助剂供应商入库申请表”。（见附件 1） 

 

二. 供应商文件的递交 

    1. 供应商文件： 

“染料助剂供应商入库申请表”（盖公章）; 营业执照复印件；信用中国网站截

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经营范围含危险化学品的企业，需提交四项证明: 

① 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及产品附页。 

② 易制毒类危险化学品需“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③ 易制爆类危险化学品需易制爆类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系统截图或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备案证明。 

④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许可证。 

http://www.jszbtb.com/
https://zb.zhaobi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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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供应商文件的递交的截止时间 2022 年 07 月 30日 18:00 时前，请发送电子

邮件及快递邮寄到以下地址： 

      汇汉(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电子邮件及快递邮寄收件人(两者都投递)： 

郑荃女士 邮箱：carrie@mo.fshl.com; 

容慧敏女士 邮箱：wmiong@mo.fshl.com; 

陈雅欣女士 邮箱：fchan@mo.fshl.com; 

      联系电话：853-8394 3031; 

      邮寄地址：澳门南湾大马路 599号罗德礼商业大厦 5字楼 B室。 

      沙田丽海电子邮件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 

李逸聪先生 邮箱：yclee@ls.fshl.com; 

王平利先生 邮箱：plwang1@ls.fshl.com; 

 

江阴福汇/盐城福汇电子邮件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 

王学锋先生 邮箱：xfwang@fuhui.fshl.com; 

张斌女士   邮箱：bzhang@fuhui.fshl.com; 

 

    3. 快递寄件，供应商需于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将投寄快递单号等信 

息，发邮件给汇汉(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联系。 

    4.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供应商文件，我司将予以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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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__中纺福田染料助剂集中采购供应商入库申请表 

公司名称（盖公章）： 

公司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邮:  

填写日期: 

评分内容 

供应商 

供应商数据及资料 

（由染料助剂供应商家提供） 
备注 

1 
企业性质 

如：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国企，民企  

＊需提供相关文件 

2 注册资本(万元) 
 

3 成立日期 
 

4 企业总人数  

5 
业务类型 

如：生产厂家，代理商，集团子公司 
 

6 
经营范围 

如：国营，中国私营中国，中外合资私营，外资私营  

7 
产品种类 

如：染料（活性／分散／酸性），助剂，其他 
 

8 
厂房位置(有/无) 

如：中国(请备注省份)，海外(请备注国家) 
 

9 
化验室(有/无) 

如：中国(请备注省份)，海外(请备注国家) 
 

10 
送货方式 

如：内销，出口(请备注港口) 
 

11 “易制毒、易燃、易制爆、危险品”是否有相关证明 
 

电子扫描件 

12 经营危化品是否具备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许可证 
 

电子扫描件 

13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用中国网站截图 

14 是否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图 

15 是否可供货江苏省江阴市高新区(江阴福汇)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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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供货盐城市经济亭湖区(盐城福汇)    

是否可供货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沙田丽海)   

是否可供货以上三地   

16 染料助剂主要来源地   自报 

17 成立至今过往经营销售量（万吨）   自报 

18 

可以供应: 染料助剂采购目录中以下品名 
是否已是该公司相关品名的合资格

供货商 

 是/否 

（已有供应商或新供应商

供应新产品，须经我司技

术部门做样本检测合格

后，形成相关品名的合格

供应商。此栏填是或否作

为参考用，不作供应商入

库评估条件。） 

江阴福汇 

    

    

    

盐城福汇 

    

    

    

沙田丽海 

    

    

    

19 是否能按采购人需求分批送货   是/否 

20 是否接受账期: 货到月结 150 天  
是/否（如填否，请备注可

接受货到月结天数） 

＊需提供相关文件 

a. 营业执照副本或商业登记证 

b. 税务登记证副本 

c. 组织机购代码证副本 

d. 一般纳税人申购增值税发票手册正本连复印件 

e. 以贵司抬头信纸提供完整中英文公司名称以及中英文公司地址、联系人、职衔、联络电话及传真号, 汇款银行名称、

地址、账号及CNAPS NO等资料并盖上公司印章 

*如贵司已办理三证合一，提供一份即可，不需提供1,2,3项*  

 *如贵司为代理商, 需提供代理授权书* 

  *如贵司为集团子公司, 需提供集团架构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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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__染料助剂采购目录(纺织品用，针织布种) 

Comforton 印花剂 防水专用交联剂 涤棉清洗剂 抗热黄变剂 

UV光变剂 防水防油剂 润湿剂 抗酚黄变剂 

不亲水硅软油 防车爆孔软油 烧棉剂 皂洗剂 

分散型阳离子染料 防还原剂 特效去油灵 增重剂 

分散染料 防菌剂 胶浆 增深硅油 

分散粉 阳离子软油片 除油剂 增稠剂 

双氧水稳定剂 阳离子软油膏 除氧酶 浴中防皱剂 

反光剂 阳离子染料 高效净棉酶 消泡剂 

太阳光变剂 乳化剂 渗透剂 涤纶匀染剂 

丝光硅油 固色剂（褪红） 粘合剂 涤纶吸湿排汗整理剂 

发泡剂 拔白剂 普通涂料 涤纶修色匀染剂 

尼龙荧光增白剂 油墨 棉用吸湿排汗整理剂 涤纶荧光增白剂 

石墨烯整理剂 软水剂 棉用亲水软油 酸性染料固色剂 

长效高闪 夜光粉 还原剂 棉用增白剂（本白） 增重剂 

交联剂 金葱粉 棉用增白剂（蓝光） 增深硅油 

仿烫金/银 非离子软油片 温变剂 增稠剂 

冰凉感整理剂 亲水硅软油 湿水显色剂 抓毛软油 

印花分散染料 染色酸 湿摩牢度提升剂 氧化剂 

印花活性染料 柔软剂 湿摩擦牢度提升剂 酸性染料皂洗剂 

印花除泡剂 洗涤剂 硬挺剂  

印花渗透剂 活性印花固色剂 腈纶匀染剂  

印花酸性染料 活性染料 荧光涂料  

有泡皂油 活性染料固色剂 释酸剂  

低甲醛自交联树脂 耐氯固色剂 催化剂  

低温皂洗剂 蚀毛剂 精练剂  

低温精练剂 凉感整理剂 酸性染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