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雄至大姚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施工招标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楚雄至大姚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本项目”）已由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楚雄至大姚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云发改基础〔2016〕407 号)文批准建设，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以《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楚雄至大姚高速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云交基建〔2016〕228 号）文批准了本项

目的初步设计，以《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楚雄至大姚高速公路两阶段施工图设计的

批复》（云交基建〔2017〕134 号）文批准了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楚雄州交通运输局以

《楚雄州交通运输局关于楚雄至大姚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环境保护及景观

绿化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批复》（楚交审批便【2019】1 号）文批准了本项目施工图设计。

项目法人为云南楚姚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上级补助资金及银行贷款，项

目出资比例为上级补助资金占投资总额的 35.8%，银行贷款资金占投资总额的 64.2%。

招标人为云南楚姚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景观绿化

施工以资格后审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云南省楚雄市、牟定县、姚安县、大姚县境内。

2.2 建设规模：

楚雄至大姚高速公路起于楚雄市东瓜镇长坝村，接在建的玉溪至楚雄高速公路，

止于大姚县城南曾家湾，接在建的大姚至永仁高速公路，路线全长 78.377 公里，其中

YK19+998.735（ZK19+984.383）～K60+777.597 段与楚雄至大理高速公路扩容改造项目

共用，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33.5 米，其余路段采用双向四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26 米，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

楚姚高速公路（含共线段）全线共设长坝、牟定南（枢纽）、牟定、中屯、前场、

前场（枢纽）、妙峰、大姚 8处互通式立交，设牟定、大姚 2处服务区，设盐井、前场

2处停车区（内设加水站）。同步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楚雄连接线 2.02 公里，牟定县

城连接线 3.63 公里，大姚县城连接线 4.26 公里，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大姚南山坝工



业园区连接线 4.45 公里。

2.3 标段划分：本项目景观绿化施工（包含景观绿化、景观文化和环保工程施工）

划分为 4个标段类型，6个标段，标段划分、计划工期、招标范围详见下表：

标段 类型 起 讫 桩 号
里程长度

（km）
计划工期 招标内容

LH1

A

K4+000～K19+998.735、

连接线 K0+000～K2+202

15.998（主

线）、2.202

（连接线）
4个月（含树

苗储备期），

缺陷责任期

为 24 个月

（以实际开

工之日起

算）。

对应里程范围内的景观绿

化施工，以施工图为准。
LH2

K60+777.597～K76+260、

连接线 K0+000～K4+530

15.482（主

线）、4.53

（连接线）

LH3
K76+260～K83+300、连接

线 K0+000～K4+255

7.04（主

线）、4.255

（连接线）

JGWH B
K4+000～K19+998.735

K60+777.597～K83+300
38.521

4 个月，缺陷

责任期为 24

个月（以实际

开工之日起

算）。

里程范围内的景观文化工

程施工，以施工图为准。

HB1 C
K4+000～K19+998.735

K60+777.597～K83+300
38.521 4 个月，缺陷

责任期 24 个

月（以实际开

工之日起

算）。

里程范围内的径流收集及

集水池、垃圾处理设施等，

以施工图为准。

HB2 D
K4+000～K19+998.735

K60+777.597～K83+300
38.521

里程范围内的声屏障施

工，以施工图为准。

注：桩号与长度不闭合之处为断链，合同段起讫桩号为暂定桩号，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进行细微调整。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

A、B 类型：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效营业执照（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园林绿化工程），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

能力。

C、D 类型：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持有效营业执照、安

全生产许可证，具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业绩要求：



A类型：近五年内（2014年至今）完成过2个及以上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施工项目 (累

计长度 50 公里以上）。

B类型：近五年内（2014 年至今）至少完成过 2个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不低于 200

万元的景观文化施工项目（应包含：塑石、人工雕刻文字图案、瓷化涂料、有机硅涂

料、真石漆、不锈钢汽车烤漆字、玻璃钢浅浮雕、GRC 浅浮雕、彩绘其中一项）。

C类型：近五年内（2014 年至今）至少完成过 2个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不低于 200

万元的环境保护施工项目。

D类型：近五年内（2014 年至今）至少完成过 2个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不低于 200

万元的环境保护施工项目（应包含声屏障）。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2个标段投标，但只允许中 1个标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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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7 投标人在购买 A类型（即 LH1 标段、LH2 标段、LH3 标段）招标文件时必须明

确数量，招标文件发售结束后，按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云南省公路水运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投标随机抽取确定投标标段办法（试行）》(云交基建【2013】444 号文)规

定随机抽取投标人的可投标段，招标人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投标人，投标人须无条件接

受，否则视为放弃投标资格。

4.评标办法

本次评标办法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双信封形式）。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现场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 时 00 分至 12 时 00 分，下午 13 时 30 分至

17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在昆明市经开区顺通大道国际银座 C3 栋 14 楼（云南

http://www.creditchina.gov.cn/)%e4%b8%ad%e8%a2%ab%e5%88%97%e5%85%a5%e5%a4%b1%e4%bf%a1%e8%a2%ab%e6%89%a7%e8%a1%8c%e4%ba%ba
http://www.creditchina.gov.cn/)%e4%b8%ad%e8%a2%ab%e5%88%97%e5%85%a5%e5%a4%b1%e4%bf%a1%e8%a2%ab%e6%89%a7%e8%a1%8c%e4%ba%ba


盛发工程建设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持以下资料参与现场报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若企业的“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进行三证合一（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统计登记证、社保登记证”进行五证合一）的只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企业资质证书彩色扫描件（C、D 类型）、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C、

D类型）、在“信用中国”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站截图、资产构成情况及

投资参股的关联企业情况原件、单位介绍信原件和经办人身份证以及上述资料的彩色

复印件一套（加盖公章）。

参加多个标段投标的投标人必须分别购买相应标段的招标文件及图纸资料(加盖

公章的报名资料只需提交一套)，并对每个标段单独递交投标文件。

5.2 网上报名：

（1）B、C、D 类型投标人现场报名成功后，请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 17:00 时前

进入云南省工程建设交易系统（网址：https://www.ynggzy.com/jsgc-tb），凭企业数

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BZBJ），

数字证书（CA）详见其办理流程；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并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完成注册通过。（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方式）

（2）A类型投标人现场报名成功后，招标人将按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云南

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随机抽取确定投标标段办法（试行）》(云交基建

【2013】444 号文)规定随机抽取投标人的可投标段，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标人。投标

人在收到投标标段抽取结果通知书后，请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7:00 时前进入云南省

工程建设交易系统（网址：https://www.ynggzy.com/jsgc-tb），凭企业数字证书（CA）

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BZBJ），数字证书（CA）

详见其办理流程；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

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并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完成注册通过。

（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方式）

数字证书（CA）办理流程详见云南省工程建设交易系统网站的相关要求，交易平

台技术支持服务电话：010-86483801；在线服务 QQ：4009618998。

5.3 若潜在投标人未同时按照 5.1、5.2 条要求报名视为未报名，开标现场将不予



接收其所递交的投标文件。

5.4 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 1000 元，图纸及资料费每标段售价 2000 元，售后不退。

5.5 购买招标文件时投标人登记的联系人必须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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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次招标报名必须进行现场报名和网上报名两种方式，两种报名方式完成后

才算报名成功。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6.2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1 月 6 日 11 时 00

分。

6.3 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前，需在网上递交投标

文件和现场递交光盘（第一个信封、第二个信封应分别刻录、密封）及纸质投标文件

（第一个信封、第二个信封应分别密封），具体要求：

（1）网上递交：网上递交需登录云南省工程建设交易系统（网址：

https://www.ynggzy.com/jsgc-tb），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所有电子投标文

件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上传投标文件回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

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2）现场递交：网上递交投标文件后，投标人应于 2020 年 1 月 6 日 09 时 00 分

至 11 时 00 分将投标文件电子光盘及纸质投标文件一同递交至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二楼 4号开标厅（地址：昆明市高新区科发路 269 号交易大厦）。投标文件逾期送达

或未送达指定地点，视为撤回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3）若投标人未携带 CA 锁按时参加第一个信封、第二个信封开标的或者开标现

场无法现场解密投标文件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4）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现场解密：投标人必须按招标文件规定参加第二个信

封开标，并且现场解密投标文件，如未按照规定参加第二个信封开标的，视为自动放

弃投标资格。

注：纸质投标文件应与电子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不一致时以电子投标文件为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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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https://www.ynggzy.com）、中

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interact/index.shtml）

上发布。对在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不承担任

何责任。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云南楚姚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地 址：云南省楚雄市开发区龙翔街 43 号

邮政编码：675000

联 系 人：方绍林

电 话：0878-6112703

传 真：0878-6112703

招标代理：云南盛发工程建设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经开区顺通大道国际银座 C3 栋 14 楼

邮政编码：650217

联 系 人：陈光府 刘欣杰

电 话：0871-66014082

传 真：0871-63567375

2019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