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航空航材采购候选供应商征集项目公告

（招标编号：TBA-ZB-20220032）

项目所在地区：四川省,成都市

一、招标条件

本西藏航空航材采购候选供应商征集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

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西藏航空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西藏航空目前共有39架飞机，为提高航材采购工作的效率，公开征

集西藏航空航材采购的候选供应商。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西藏航空航材采购候选供应商征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西藏航空航材采购候选供应商征集)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国内航材分销商（销售）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CAMAC 航材分销商认可证书。

国外/地区航材分销商（销售）必须持有现行有效的ASA 航材分销商认证。

注：在报名之前，若报名供应商未通过我公司质量审核的，还需提供附件（航

材分销商文件评审报告）中相应资料以供后期审核，若一年内资料有变更，需

及时提供变更资料。

3.供应商提供器材需满足中国民用航空局AC-120-FS-058

R03《合格的航材》相关要求。

4.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谈判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投

标。供应商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投标。法定代表人

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

参加本项目。

5.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5.1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

证书状态；

5.2进入清算程序，或者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2年09月19日 09时00分到2023年08月25日 16时30分

获取方式：报名成功后，通过电子邮件免费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08月31日 09时00分

递交方式：成都市双流区机场南四路66号西藏航空综合楼918办公室纸质文

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08月31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成都市双流区机场南四路 66 号西藏航空综合楼918办公室

七、其他

    （一）合同期限：具体采购时确定。

（二）报名时提供的资料

1.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证明材料，如营业

执照。

2.国内航材分销商（销售）持有现行有效的CAMAC航材分销商认可证书。

国外/地区航材分销商（销售）持有现行有效的ASA航材分销商认证。

3.在报名之前，若报名供应商未通过我公司质量审核的，还需提供附件（航材

分销商文件评审报告）中相应资料以供后期审核，若一年内资料有变更，需及

时提供变更资料。

（以上资料需要全部加盖公司公章或签字）

（三）报名的形式

1.报名方式：邮件报名/现场报名。

2.报名时间：2022年9月19日至2023年8月25日北京时间09:00—11：30，13:00-

16:30(节假日除外）

3.报名地点：

现场：成都市双流区机场南四路66号西藏航空综合楼918办公室



邮箱：将报名资料扫描件发送至zhaobiao02@tibetairlines.com.cn。邮件名称

为报名供应商名称+西藏航空航材采购候选供应商征集项目，并在邮件中明确联

系人以及联系方式，并将报名资料邮寄至成都市双流区机场南四路66号西藏航

空综合楼918办公室。

4.报名结果：供应商报名成功后，将通过邮件通知结果。

（四）发布公告的媒体

西藏航空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tibetairlines.com.cn/）、中国招标投

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五）其他

1.报名时间说明

本次航材采购候选供应商征集项目有效期至2023年8月25日，在此期间，本公告

一直有效，但首批航材采购候选供应商征集截止日期为2022年9月30日。有效期

内，采购人可随时接受满足资格条件并愿意与采购人合作的供应商的报名，待

报名资料审核通过后，纳入航材候选供应商范围。

2.后续采购流程

本项目航材候选供应商征集完成后，在未来一年内，采购人根据每次航材采购

的需求，向航材候选供应商发出询价邀请，候选供应商须按照询价邀请函的要

求，提供相关信息并报价。提供的信息资料和报价需要盖章或者有签字权人进

行签字。

采购人根据供应商提交的信息资料以及报价，选择成交供应商，并将成交的结

果反馈给参与报价的供应商。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西藏航空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双流区机场南四路66号西藏航空综合楼

   联 系 人：毛女士

   电    话：028-63818888-8711

   电子邮件：zhaobiao02@tibetairlines.com.cn（可沟通咨询）



   招标代理机构：/

   地    址： /

   联 系 人： /

   电    话： /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附件：

航材分销商文件评审报告（销售/租借类）
DISTRIBUTER DOCUMENTS EVALUATION（Sale/Lease）

编号No.：

第一部分：航材分销商基本情况
PART 1: Distributor Basic Information

第一部分由航材分销商填写并提供资质材料
Distributors fill out Part 1 and provide with qualifications documents.

分销商名称
Distributor 

Name
地址

Address
所在城市

City
所在国家
Country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话
TEL.

分销商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传真
FAX.

邮箱
E-Mail

业务范围
Business 

Scope

销售/Sale:
□ 标准件/Standard Parts □ 原材料/Raw Material
□ 机械部件/Mechanical Parts（□新件/New Parts □使用过的件/Used Parts）

□ 电子/电气部件/Electronic/Electrical Parts（□新件/New Parts
□使用过的件/Used Parts）

□ 化工产品/Chemical Material（危化品/Hazardous Material：□无/N  □有/Y）

□ 航空油料/Oil/Fuel（危化品/Hazardous Material：□无/N  □有/Y）

□ 其他/Other：
租借/Lease：

□ 机械部件/Mechanical Parts    □ 电子/电气部件/Electronic/Electrical Parts
□ 消耗类器材/Consumable Material/Parts   □ 其他/Other：

分销商资质材料
Qualification 
Documents

★请尽可能多的提供下述适用资质材料/Please provide below qualification
documents as many as possible：

□ 商业许可/Business License    □ 公司简介/Company Profile
□ 质量管理手册/程序Quality Management Manual/SOP
□ 中国民用航空维修协会航材分销商证书/CAMAC  或/OR
□ ASA航材供应商认可/ASA Certificates
□ CCAR-121/135部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证/CAAC Air Carrier Certificate
□ CCAR-145部维修许可证/CAAC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Certificate
□ 局方批准文件/Certifications or Approvals By CAAC/FAA/EASA/CAAS
etc.
□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EN/AS91xx、ASA-100、TAC-2000 etc.
□ 制造厂家分销授权文件/Authorized Distributor Documents
□ 航空公司和维修单位的航材分销商认可文件/Distributor Certificate by
Airlines&MRO
□ 其他/Others：

http://dict.cn/Consumable%20material


航材分销商声明
Distributor Statements

项目
Item

内容
Contents

是
YES

否
NO

不适用
N/A

1
建立了发现可疑非经批准航材时，按照民航规章要求进行报告的制
度。
Established a system for reporting suspected non-approved 
materials in accordance with civil aviation regulations.

2

分销航空油料的航材分销商，应具备有效的CCAR-
55部“民用航空油料供应企业批准书”，并满足CCAR-55部的要求。
The aviation fuels/oils distributor shall have an effective CCAR-
55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for Civil Aviation Oil Supply 
Enterprise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CAR-55. 

3

危险品控制和运输应当满足所在国家的控制要求和国际民航组织
有关要求。
Dangerous goods control and transportation shall meet the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 and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ICAO.

4

航材分销商（租借）：应建立一套租赁航材的管理系统，包括管理部
门、管理程序、租赁协议要求、租赁航材跟踪、租赁航材标识、租赁
航材合格证件的管理、客户通知和追回制度、租赁航材的返回要求
、记录保存等。
The distributor(lease) :shall establish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leasing aviation materials, includ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management procedures, lease agreement requirements, leased 
material tracking, identification of leased materials, management 
of qualified documents for leasing materials, and customers 
notification and recovery system, return requirements for rental 
materials, record keeping, etc.

5

航材分销商（租借）：航材租借相关业务应通过与西藏航签署的相关
协议/租借合同执行。
The business related to aviation material leasing shall be 
executed through the relevant agreement/lease contract signed 
with Tibet Airlines.

6

航材分销商（租借）：对出租/出借航材可以向西藏航提供满足要求的
证书、证明等。
For leasing/lending aviation materials, Distributer must provide 
certificates and certification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AAC and Tibet Airlines.

7

分销商应根据ATA-
300要求或等效要求及客户的要求对航材进行包装，以防止货物在
运输过程中损坏。
The Distributor shall pack the materials according to ATA-300 or 
equivalent requirements and customer requirements to prevent 
damage to the goods during transit.

8 是否接受客户的现场评估审核？
Do you accept customers’ on-site audit?

9
备注和其他申明/说明/Remarks and other statements/explanations:

本栏须由分销商总经理或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签署/ Signed by general manager or QM department manager.

本公司以上声明内容和提供的附件材料真实有效，是本公司航材管理工作的真实反映。

The above statements and the attached documents are authentic and effective. 
It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our company's aviation material management.

签署/日期：            公司印章(国外/地区分销商不适用)

Signature/Date:   Company stamp(Not applicable for foreign distribu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