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临洮县教育局采购办公设备项目政府采购

招标文件编号：LZC2020-06 号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产 品 参 数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总价

（元）

01
打印复印一

体机

富士施乐

S2520NDA

富士施乐（中

国）有限公司

打印功能

分辨率：600 x 600 dpi

打印速度：A4 横向/B5 横向：25 ppm 双面模式下：

18 ppm A4：16 ppm 双面模式下：10 ppm B4：15 ppm

双面模式下：9 ppm A3：13 ppm 双面模式下：8 ppm

打印语言：HBPL (Host Based Print Language)

一般规格

首页复印时间：6.5 秒 (A4 横向)

功耗：AC220 V：1.3 kWAC240 V：1.4 kW 节电模式

下：14 W 睡眠模式：2W

纸张容量：标准：纸盒 1： 250 张 手送纸盘：100

张 选配：单纸盘模块 (纸盒 2)：500 张 双纸盘模

块 (纸盒 3, 纸盒 4)：1000 张 最大：1850 张 (纸

台 1 16510 16510



盒 1 + 单纸盘模块 + 双纸盘模块 + 手送纸盘)

纸张重量：纸盘 1：60 - 90 gsm 纸盘 2、3、4 (选

配)：60 - 216 gsm 手送纸盘：60 - 216 gsm

纸张尺寸：单张纸或书籍的尺寸均为 297×432 mm

(A3, 11×17'’)

预热时间：19 秒 (室温 20℃)

复印速度：A4 横向/B5 横向：25 ppm 双面模式下：

18 ppm A4：16 ppm 双面模式下：10 ppm B4：15 ppm

双面模式下：9 ppm A3：13 ppm 双面模式下：8 ppm

扫描功能

分辨率：600 x 600 dpi、400 x 400 dpi、300 x 300

dpi、200×200 dpi

原稿尺寸：单张纸或书籍的尺寸均为 297×432 mm

(A3, 11×17'’)

扫描速度：黑白：28 ppm, 彩色：28 ppm

02 打印机 富士施乐 M288dw
富士施乐（中

国）有限公司

1、高效打印，每分钟 34 页。轻松完成快节奏的工

作团队需求。首页输出只需 7秒（待机模式）

2、自动双面，降低打印成本。自动双面复印打印扫

台 3 3000 9000



描，无需手动翻页，有效节省人力物力。

3、WIFI 打印方便快捷。与支持 WIFI 直接打印的设

备无缝连接并快速打印，无需使用接入点。

4、标配自动输稿器、省钱省心。配置自动双面输稿

器，支持多张连续复印扫描， 为桌面减压，为成本

减压。

5、高清品质打印（可打印厚纸）可提供高达 1200

×1200dpi 的细致输出品质，确保打印效果。可打印

普通打印纸/再生纸/厚纸

6、ID 卡自动双面复印。只需将 ID 正面朝上及正面

朝下放在扫描台上，在分别按上开始按钮 。当打

印另一面时，无需更改 ID 位置，机器会自动进行调

整。

7、配置 2.7 英寸彩色触摸屏 操作方便。支持近场

技术（NFC）只需轻轻点击，就可以连接支持 NFC 的

设备进行打印或扫描。

03 台式电脑 联想 启天 B428
联想（北京）有

限公司

CPU :Intel Core i5-9400F 处理器 （3.0GHz 主频、

9M 缓存）主板：Intel 360 系列芯片组
台 28 5985 167580



内存: 4GB DDR4 2400MHz 内存，提供双内存槽位；

显卡:1G 显卡 独立显卡； 声卡 集成声卡（前置耳

麦二合一接口）

硬盘：128G M.2 NVME 固态硬盘+1TB SATA3 7200rpm

硬盘

网卡:集成 10/100/1000M 以太网卡

显示器:原厂同品牌 21.5 寸低蓝光显示器，获得德

国莱茵(TUV）低蓝光认证；

光驱：DVDRW 刻录光驱；扩展槽 1个 PCI-E*16，1 个

PCI-E*1 槽位

键盘、鼠标：防水键盘、抗菌鼠标 接口： 10 个 USB

接口（6 个 USB 3.1 Gen1 接口）、1 组 PS/2 接口、

双视频输出接口（1个非转接 VGA 接口），

电源：110/220V 180W 节能电源

操作系统：DOS 系统

安全特性：USB 屏蔽技术，仅识别 USB 键盘、鼠标，

无法识别 USB 读取设备，有效防止数据泄露；机箱：

标准 MATX 立式机箱，采用蜂窝结构，散热更为有效；



机箱 15L 顶置电源开关键，方便使用；

服务：原厂商承诺主机三年保修及上门服务。

04 笔记本电脑 联想 昭阳 E4
联想（北京）有

限公司

处理器:Intel i7-10510U 处理器，主频 1.8GHz,

缓存 8M；

内存: 12G DDR4 2133MHz 内存；

硬盘: 128G SSD + 1T 7200r SATA 硬盘，

显示屏 :14 ” FHD 雾面防眩光屏幕 (分辨率

1920x1080):

显卡: 2G 独立显卡:

网卡: 802.11 AC 无线网卡(兼容 2.4G/5.0CHz 频

段，集成蓝牙功能):

定位设备:多点触控板;

键盘:防泼溅键盘:

摄像头:720P 高清网络摄像头:

接口: 2 个 USB 3.1G1、1 个 USB3.1 G2 TYPE-C

或雷电 3、1 个 USB2.0, HDMI、 VGA 口、耳麦二

合一接口、RJ45 网口、读卡器；

电池:内置 35WHr 以上电池:

台 3 5880 17640



体积:重量 1.7KG (含电池):

操作系统:预装 Windows 10 正版操作系统:

服务:原厂商承诺一年保修及上门服务

05 台式电脑 联想 启天 M420
联想（北京）有

限公司

CPU :Intel Core i5-9500 处理器 （3.0GHz 主频、

9M 缓存）主板：Intel 360 系列芯片组

内存: 8GB DDR4 2400MHz 内存，提供双内存槽位；

显卡:1G 显卡 独立显卡； 声卡:集成声卡（前置耳

麦二合一接口）

硬盘：128G M.2 NVME 固态硬盘+1TB SATA3 7200rpm

硬盘

网卡:集成 10/100/1000M 以太网卡

显示器:原厂同品牌 21.5 寸低蓝光显示器，获得德

国莱茵(TUV）低蓝光认证；

光驱：DVDRW 刻录光驱；

扩展槽 1个 PCI-E*16，1 个 PCI-E*1 槽位

键盘、鼠标：防水键盘、抗菌鼠标 接口： 10 个 USB

接口（6 个 USB 3.1 Gen1 接口）、1 组 PS/2 接口、

双视频输出接口（1个非转接 VGA 接口），

台 17 6170 104890



电源：110/220V 180W 节能电源

操作系统：DOS 系统

安全特性：USB 屏蔽技术，仅识别 USB 键盘、鼠标，

无法识别 USB 读取设备，有效防止数据泄露；机箱：

标准 MATX 立式机箱，采用蜂窝结构，散热更为有效；

机箱 15L 顶置电源开关键，方便使用；

服务：原厂商承诺主机三年保修及上门服务。

06 笔记本电脑 联想 昭阳 E4
联想（北京）有

限公司

处理器:Intel i7-10510U 处理器，主频 1.8GHz,

缓存 8M；

内存:4G DDR4 2133MHz 内存；

硬盘: 1T 7200r SATA 硬盘，

显示屏 :14 ” FHD 雾面防眩光屏幕 (分辨率

1920x1080):

显卡: 2G 独立显卡:

网卡: 802.11 AC 无线网卡(兼容 2.4G/5.0CHz 频

段，集成蓝牙功能):

定位设备:多点触控板;

键盘:防泼溅键盘:

台 1 7360 7360



摄像头:720P 高清网络摄像头:

接口: 2 个 USB 3.1G1、1 个 USB3.1 G2 TYPE-C

或雷电 3、1 个 USB2.0, HDMI、 VGA 口、耳麦二

合一接口、RJ45 网口、读卡器；

电池:内置 35WHr 以上电池:

体积:重量 1.7KG (含电池):

操作系统:预装 Windows 10 正版操作系统:

服务:原厂商承诺一年保修及上门服务

报价总计 大写：叁拾贰万贰仟玖佰捌拾元整 （￥322980 .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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