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栗坡县麻栗镇南欧村委会望哨台至达秧、望哨台至戈达磨

村组公路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麻栗坡县麻栗镇南欧村委会望哨台至达秧、望哨台至戈达磨村组公路工程已

由麻栗坡县发展和改革局以麻发改发【2019】406 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上级补助 100%，项目招标人为麻栗坡县麻栗镇人民政府，招标代理机构为云南

建林工程建设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

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提出投标申请。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方式进行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本项目包含两条公路：（1）麻栗坡县麻栗镇南欧村委会望哨台小组至戈达磨

小组公路，设计总里程 4.683779km，设计行车速度 15公里/小时，极限最小平

曲线 15 米。路基宽 4.5 米，0.4米宽 C15片石混凝土路缘石+3.5米宽水泥混凝

土+0.6 米宽碎石土路肩，路面设计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路面结构层厚度为 20厘

米块石垫层+20厘米水泥混凝土面层。（2）麻栗坡县麻栗镇南欧村委会望哨台至

达秧村组公路，设计总里程 2.682520km，设计行车速度 15公里/小时，极限最

小平曲线 15米。路基宽 4.5米，0.4米宽 C15片石混凝土路缘石+3.5米宽水泥

混凝土+0.6 米宽碎石土路肩，路面设计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路面结构层厚度为

20厘米块石垫层+20厘米水泥混凝土面层。 

2.2 招标范围 

本项目招标范围：设计图纸范围内路基、路面、安全设施等工程及工程量清

单内容。 

2.3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2.4 计划投资：903.8031 万元。其中望哨台小组至戈达磨小组公路 612.8423

万元，望哨台至达秧村组公路 290.9608万元。 

2.5 计划工期：5 个月(开工时间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

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具备交通运输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等级证

书（证明），拟任的项目经理具有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

（不含临时），拟任的项目总工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交通土建类）；投标人须

在近 3年内曾顺利完成 1个（含 1个）以上类似业绩（农村公路及以上公路工程），

所有完成项目工程的交工验收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合格及以上或竣工验收的工

程质量等级评定为合格及以上，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筹措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

力。 

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求：路面专业负责人 1人（具备交通土建类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质检负责人 1人（具备交通土建类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试

验专业工程师 1人（具备交通土建类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及相关交通部门颁发的试

验检测资格证）、测量专业工程师 1人（具备交通土建类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计

划统计负责人 1人（具备交通土建类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 1 人（具

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安全负责人 1人（持有 C类《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且以上人员为在职员工（提供社保证明）。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http//glxy.mot.gov.cn）”或“云南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中的公路工程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

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购买招标文件时提交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页截

图证明材料的彩色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截图内容为：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 

3.4 投标人在近三年内不曾受到相关部门“暂停或不得参与公路建设或取消

投标资格或清退出场”的处罚，否则均按不合格投标人处理。 

3.5 省外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入滇备案证或入滇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证。 

3.6 拟投入的项目经理及项目总工在报名成功后及今后实施过程中不允许

作任何更换，如不可抗力等因素需更换需经招标人签署同意更换意见。 



3.7 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在近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

的，取消投标资格。（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截图证明材料并提供无行贿犯罪

行为的承诺） 

3.8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局文件《关于请衔接相

关单位统一查询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信用记录事项的紧急通知》（云劳监局【2018】

7号），本项目的投标单位须提供公司近三年内（2016年-2018年）无拖欠农民

工工资承诺，由招标代理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前进行查询，如查询到中标单位提

供虚假承诺的，取消中标资格。投标单位应承诺在中标以后的施工过程中“按月

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和项目实行人工费与其他工程款分帐管理”。 

3.9 投标人的委托代理人应是其拟任项目经理且在相关职能部门网站查询

证明（提供证明材料），在本项目招标期间（自购买招标文件始至签订合同完止）

不允许更换，联系方式（含通讯地址、固定电话、传真及手机号码）必须准确无

误，若因联系不通或不畅（含节假日）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3.10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企业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11被评定为云南省 2018年度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最终结果信用等级为

C、 D的，不予参与本项目投标。 

3.12 应告知的相关事项 

3.12. 1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云政办发〔2017〕60号）。投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

须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和项目实行人工费与其他工程款分帐管理。 

3.12.2 若投标人（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无故放弃投标的，招标人将列入不

良信誉记录一次。 

3.12.3 根据要求，中标单位需按投标时承诺的人员、机械进场施工。业主

将适时对中标单位进场人员身份和机械进行抽查，若与中标时承诺人员、机械不

符的，承包人须按时整改并接受相应的违约处罚。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和网络报名（网络报名见《电子招标投标注意事项

及要求》）（必须现场报名和网络报名同时进行）（未通过两种报名方式的投标人

不能参与投标）； 

4.2 请投标人于 2019 年 11月 25日至 2019 年 11月 29日（法定公休日、法

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8：30时至 11：30 时，下午 14：30时至 17：00



时，持报名函（公告附件）原件及①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②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③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④拟任的项目经理（建造

师）证及(B 类)安全考核证件（需证企相符）及社保证明和身份证原件；⑤拟任

的项目总工社保证明和身份证原件；⑥拟任本项目的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路面专业负责人、质检负责人、试验专业工程师、测量专业工程师、计

划统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各 1人）职称证书、相关资格证及社

保证明；⑦有效期内入滇备证书或入滇登记证明原件（省外企业提供）；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亲自参与报名的）

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代理人身份证

原件（被授权人须为拟任项目经理）；⑨提供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页截

图（截图内容为：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 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 （ 黑名单 ） 信息） ）；⑩近 3 年内完成 1 个（含 1个）以上类

似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提供“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 或“云

南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能证明公司业绩的网页截图证明材

料（加盖公章）或（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及工程接收证书或工程竣工验收

证书原件等）上述资料纸质彩色复印件一套（加盖单位公章装订成册）并附电

子版一套。到云南建林工程建设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地址：文山市民族村 9

幢 1号）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如资料不齐全的，不接受其报名。（现场报名完

成后，前往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 CA证书办理处办理 CA证书，登录文

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进行网络报名） 

 4.3 未按要求办理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负。（办理 CA证书的资料自行

在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s://wsggzy.cn/）下载相关附件，电

子招标投标注意事项及要求；将附件资料打印出来填写完成后带往现场进行办理

CA证书，也可在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s://wsggzy.cn/）上

注册办理，可咨询文山 CA数字证书运维服务热线 0876-2152881） 

 4.4招标文件的获取：凡通过上述报名者，请于 2019年 11月 25日至 2019

年 11月 29日，登录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s://wsggzy.cn/），

凭企业数字证书（USBKEY）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资料；未办理企业数字证

书（USBKEY）的企业请前往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办理企业数字证书

（USBKEY），并在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s://wsggzy.cn/）完



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格式为*.BZBJ）供投标人下载使

用。（注册办理证书流程见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https://wsggzy.cn/）服务指南或电话咨询孙志平 0876-2152881） 

4.5 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售价每套：壹仟元整（￥1000.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6 日 15时 00 分。投标人应

于当日 14时 30 分至 15 时 00 分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 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开标厅 2。 

5.2 电子投标文件的递交方式： 

网上递交：网上递交网址为：https://wsggzy.cn/，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截

止时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上传投标文件

回执”，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5.3 网上递交申请文件后，还须到现场递交刻录投标文件的光盘壹份（光盘

内刻录电子投标文件，文件格式为*BTBJ），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月 16 日 14

时 30 分至 15 时 00分，地点为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厅 2，逾期送达的

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光盘），视为未按要求提交； 

5.4 投标人须同时递交投标文件光盘和电子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光盘与电子

投标文件不一致的，以电子投标文件为准；（此次投标需同时递交投标文件光盘

和电子投标文件，只递交投标文件光盘或只递交电子投标文件，视为无效投标） 

5.5 该项目为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平台项目，开标、评标时采用电子

评审。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文山州公共资源交

易电子服务系统网站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麻栗坡县麻栗镇人民政府             

地    址：麻栗坡县麻栗镇临江路16号    

邮    编：663600                               

联 系 人：张工 



电    话：0876-3054265                         

 

招标代理机构：云南建林工程建设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文山市民族村9幢1号 

邮    编：663000 

联 系 人：彭月娟 

电    话：0876-2198367    15908763850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1：                                 

报名函 

致：    （招标人名称） 

我公司已从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 wsggzy.cn）获取

本次招标信息，经研究，我们决定参加投标。与本投标有关的信息为： 

投标项目名称  

投标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资质等级  

法人代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项目经理 
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注册证号： 

 

 

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项目总工 （姓名） 
路面专业 

负责人 
（姓名） 

质检负责

人 
（姓名） 

计划统计 

负责人 
（姓名） 

试验专业 

工程师 
（姓名） 

财务 

负责人 
（姓名） 

测量专业 

工程师 
（姓名） 安全负责人 （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电话及邮箱）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