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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至贡山公路提升完善养护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德钦至贡山公路提升完善养护工程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初步设

计已由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以云交公路[2020]14号文批准，施工图设计已由云南省交通运

输厅以云交公路[2020]15号文批准。招标人为 德贡公路提升完善工程建设指挥部 ，招

标代理机构为 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施工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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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德贡公路提升完善养护工程起于德钦县澜沧江德贡大桥，止于贡山县闪打村附近捧

当大桥，路线全长 76.95 公里，是德钦县、贡山县唯一的公路通道，也是大滇西旅游环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维持原四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20km/h，路基段宽度 6.5m，

具备条件的路基段落扩宽至 7.5m、8.5m，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新建捧当大桥采用

公路Ⅰ级，其余采用公路级Ⅱ。全线新建桥梁 333 米／3 座，棚洞 2240m/26 处，隧道

2220 米／3处。

2.2 计划工期：DGSG-1 合同段 16 个月，DGSG-2 合同段 20 个月（其中捧当大桥 24

个月），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

2.3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范围为德钦至贡山公路提升完善养护工程的路基、路面、

桥涵、棚洞、隧道、防护排水、路侧混凝土护栏等工程的施工及缺陷修复，具体内容详

见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2.4 合同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为2个合同段进行招标，具体划分情况见下表。

合同段 合同段起讫桩号
长度

（km）
施工期

缺陷责任期

（月）

DGSG-1 K0+000～K34+900 34.9 16 个月 24

DGSG-2
K56+067.066～

K98+090.131
42.05

20 个月（其中捧当大桥

24 个月）
24

注：K34+900～K56+067.066 段为孔雀山隧道项目，隧道长 3.3 公里。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质业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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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SG-1 合同段：投标人须为符合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等级资质，并在全国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内。同时具备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认定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公路工程综合类乙级及以上资

质证书（或委托具备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

路工程综合类乙级及以上资质的单位组建工地试验室）。

DGSG-2 合同段：投标人须为符合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同时具备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及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并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内。同时具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公路工程综合类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或委托

具备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公路工程综合类乙

级及以上资质的单位组建工地试验室）。

3.2 投标人业绩要求：

DGSG-1 合同段：投标人近五年内（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已完或在建）至少承担

过 2个单项合同金额 3亿元及以上的公路工程的施工。

DGSG-2 合同段：（1）投标人近五年内（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已完或在建）至少

承担过 2个单项合同金额 5亿元及以上的公路工程的施工；（2）投标人近五年内（201

5 年 1 月 1 日至今，已完或在建）至少承担过 1 座公路长隧道和 1 座公路大桥工程的施

工（注：若同一业绩同时满足以上业绩要求时，可分别计算）。

注：业绩证明应附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网址：ht

tps://glxy.mot.gov.cn/）中查询到的企业“业绩信息”相关项目网页截图复印件。在

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无法查询，但可在省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查询的，应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查询到的网页截图复印件并注明查询路径。除网

页截图复印件外，投标人无须再提供任何业绩证明材料。

3.3 财务要求：（1）投标人 2017 年～2019 年的年平均营业额不小于人民币 3 亿

元；（2）投标人近 1年（2019 年）流动比率不小于 1。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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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每个投标人最多能参加 2个合同段的投标，最多允许中标 1个合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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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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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参加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

效。

3.9 在交通运输部或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最近一个评价年度的企业信用评价中，信用

等级评价为 D级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网上确认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19 日 17 时 00 分（截止

17 时 00 分），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s://www.ynggzy.com）进行

网上确认，并凭企业数字证书在网上获取电子招标文件及其他招标资料，未在云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办理企业数字证书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

证的要求，网上办理数字证书，并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

后，便可获取电子招标文件。交易平台技术支持服务电话：010-86483801；在线服务

QQ：4009618998。招标办监督电话 0871-64320979。

4.2 现场确认

4.2.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9 日，每日 9

时 00 至 17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到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昆明市盘龙

区北京路 900 号颐高数码中心 A 座 15 楼），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原件、资产构成情况及投资参股的关联企业情况原件（如果有）、授权代理

人身份证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彩印件、资质证书副本彩印件、安全生产

许可证副本彩印件、试验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副本彩印件(委托有资质单位承担试验检测

工作的需提供委托书原件和被委托单位的资质证书副本彩印件)购买招标文件。

参加多个合同段投标的投标人必须分别购买相应合同段的招标文件，并对每个合同

段单独上传网上投标文件，现场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光盘及纸质投标文件。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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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现场确认时需缴纳招标文件、图纸及参考资料费用。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

元，图纸及技术资料每套售价 2000 元，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注：以上两个步骤均须按要求完成，否则投标时不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纸质投标文件的递交：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11 月

2 日 9 时 0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 8 时 30 分至 9 时 0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云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二楼（4）开标厅（地址：昆明市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发路 269 号交易

大厦）。投标文件必须面交招标人，不接受邮寄等其他递交方式。招标人定于投标文件

递交截止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公开开标。

5.3 电子投标文件的递交：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11 月

2 日 9 时 00 分，需在网络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和现场递交密封完好的电子投标文件光盘

（光盘内附电子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格式为*.BTBJ，第二个信封格式为*.BTBS），具

体要求：网上递交网址为（https://www.ynggzy.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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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递交投标文件后，还须到开标现场递交刻录投标文件的光盘及纸质版投标文

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光盘及纸质投标文件），视为撤回投

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注：电子投标文件应与纸质文件的内容一致，不一致时以电子文件为准。

5.4 递交投标文件时须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到场递交，并携带本单

位 CA 数字证书到开标会议现场解密电子投标文件，因投标人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

的，视为撤回其投标文件。

5.5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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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https://www.ynggzy.com/）、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http://bulletin.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

公告内容招标人和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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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德贡公路提升完善工程建设指挥部

地 址：昆明市西山区润城第二大道3号写字楼

联 系 人：宋工

电 话：0871-64885055 64885057

招标代理机构：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北京路900号颐高数码中心A座15楼

邮 编：650224

联 系 人：高自盛 任玉芳

电 话：0871-64885055 64885057

传 真：0871-64885090

2020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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