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国际机票 

采购代理机构招标通知 

  

根据工作需要，拟在机票代理机构中，通过其注册资金、

经营规模、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比较，择优选出 3

家单位作为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以下简称体协）国际

机票采购机构，并在 3 家机构内通过竞价方式采购国际机票。

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采购规模 

体协现就 2020 年将执行的 50 余个出国（境）赛事及双

边交流团组（见附件）进行招标。上述团组涉及 20 多个国

家及地区，出访人次约 2000 人。 

二、代理机构资格条件 

1. 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有合法经

营资格的国内独立法人且具有相应的营业范围; 

2. 在北京市市内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3. 具有国际航协(IATA)颁发的国际客票销售许可证书； 

4. 具有中国航协(CATA)颁发的一类(国际)、二类(国内)

航空客运代理资质； 

5. 有一定数量具备专业上岗证书的销售人员； 

6. 有办理目的国签证的相关资质； 

7. 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会计制度，未被列入“信用



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

税 收 违 法 案 件 当 事 人 名 单 和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

应商； 

8. 本次招标不接受保险兼业代理、中介代理报名； 

9.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投标，不允许分包。 

三、服务要求 

1. 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优先选择由我国航空公司运营

的国际航线。由于航班衔接等原因确需选择外国航空公司航

线的，需提供明确的航线选择理由和报价； 

2. 因赛事的承办城市并不一定在首都或旅游热门城市，

代理商应该熟悉航线安排。为了保证代表团顺利、按时参赛，

代理机构应提供便捷、经济的行程安排。如需中转，尽可能

减少中转次数，原则上不超过 2 次； 

3. 应指定专人负责体协国际机票采购业务，开通专门服

务热线，及时解答和处理各类问题。提供 24 小时购票业务

（含上门服务），及时反馈购票信息或行程单，并提供相应

发票； 

4. 根据相关规定，参赛学生可持因私护照（证件）出国

（境），作为机票采购的附加服务，代理机构需协助学生申

请签证，并保证按时出签； 

5. 由于个别项目运动员需自带比赛器材，代理机构需协



助办理超规超大行李的运输，尤其是超重行李的协调； 

6. 对预定航线因特殊原因取消或延误的情况，代理机构

应负责与航空公司进行沟通协调，妥善安排代表团的出访，

确保不影响代表团原定日程与相关活动； 

7. 对于航空公司承运过程中出现的行李延误或丢失等

情况，代理机构有责任进行协调并妥善解决，协助申请理赔

等相关工作； 

8. 代理机构对体协提供的订票信息应严格保密，确保信

息安全。 

四、申报材料 

1. 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 其它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请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前提供相关资料。 

联系人：孙艺文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融慧园 33-2 号楼 

电话：010-66093716    传真：010-66093766 

 

附件：2020 年中国大、中学生体协出访团组列表 

 

 

 



附件 

2020 年中国大、中学生体协出访团组列表 

 

序

号 
团组名称 出访日期 

出访国家

（地区） 

1 世界中学生越野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4.15-4.25 斯洛伐克 

2 亚洲大学生 3x3 篮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4.16-19 中国台北 

3 世界中学生 3x3 篮球赛中国代表团 4.18-24 印度 

4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5.19-6.1 巴西 

5 世界中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5.30-6.10 法国 

6 世界大学生美式橄榄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1-16 匈牙利 

7 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7-16 荷兰 

8 世界大学生手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12-23 波兰 

9 世界大学生高尔夫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14-22 中国台北 

10 世界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20-29 西班牙 

11 亚洲中学生曲棍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20-30 泰国 

12 世界中学生手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24-7.6 塞尔维亚 

13 世界大学生帆船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6.27-7.6 意大利 

14 亚洲中学生壁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7.7-14 中国香港 

15 世界大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7.11-20 俄罗斯 

16 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7.16-28 波兰 

17 亚洲中学生排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7 月 斯里兰卡 



18 亚洲中学生越野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8.15-18 蒙古 

19 世界大学生皮划艇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8.18-25 白俄罗斯 

20 世界大学生赛艇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8.24-31 克罗地亚 

21 世界大学生射击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9.6-15 捷克 

22 世界大学生智力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9.8-18 波兰 

23 世界大学生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9.14-21 阿根廷 

24 世界大学生攀岩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9.14-22 意大利 

25 亚洲大学生射箭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9.18-20 中国台北 

26 世界大学生滑水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9.19-29 乌克兰 

27 世界大学生啦啦操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9.21-28 韩国 

28 中英小（中）学生足球训练营中国代表团 9.27-10.9 英国 

29 中法小（中）学生足球训练营中国代表团 9.27-10.9 法国 

30 亚洲中学生网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9 月 印度 

31 亚洲大学生排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10 月 印度 

32 世界大学生举重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10.17-26 韩国 

33 世界大学生空手道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11.1-11 巴西 

34 世界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11.13-24 泰国 

35 法国大师杯网球赛中国代表团 12 月 法国 

36 第 5 届中美高校体育论坛代表团 12 月 美国 

37 世界中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待定 俄罗斯 

38 世界中学生沙滩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待定 乌克兰 

39 世界中学生趣味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待定 乌克兰 



40 世界中学生夏令营中国代表团 待定 克罗地亚 

41 亚洲中学生足球（U18）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待定 泰国 

42 亚洲中学生 U15 足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待定 待定 

43 世界大学生 8 人赛艇锦标赛中国代表团 待定 捷克 

44 亚洲青少年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待定 蒙古 

45 泛波罗的海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待定 芬兰 

46 中美大/中学生足球/篮球友谊赛代表团 待定 美国 

47 中英大学生英式橄榄球友谊赛代表团 待定 英国 

48 中法大学生足球挑战赛代表团 待定 法国 

49 中德中学生足球训练营代表团 待定 德国 

50 两岸中学生交流团 待定 中国台北 

51 两岸大学生交流团 待定 中国台北 

52 两岸大学生交流团 待定 中国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