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门至新平高速公路前期工作总承包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项目易门至新平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制，招标人为玉溪市交

通运输局，招标代理机构为玉溪市交通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云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函〔2020〕33号)

和《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快高速公路前期工作提高勘察设计质量的通知》（云

交建设便〔2021〕34号），并结合云南省电子招投标相关规定，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易门至新平高速公路前期工作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易门至新平高速公路起于易门县阿姑村，路线止点止于新平县城西侧，与现

有 G5615天保至猴桥高速公路大开门至戛洒段设新平 T形枢纽交叉衔接，路线

全长 75.363 公里，其中玉溪市易门县境内 10.3 公里、峨山县境内 46.28公里、

新平县境内 18.783公里。主线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 公

里/小时，路基宽度为 25.5 米，主线桥梁、隧道共长 61.021公里，占路线长度比

例为 80.97%。全线共设互通立交连接线 3条 16.605公里，三级公路标准，设计

速度 40公里/小时，路基宽 8.5 米。其中：十街互通连接线长 1.495 公里，迭舍

莫互通连接线长7.92公里，新化互通连接线长7.19公里。项目估算总投资1461175

万元。

2.2标段划分

本次招标共划分为 2个标段：YXSJ-1（K0+000-K39+700）、YXSJ-2（K39+700-K75+363）。

YXSJ-1（K0+000-K39+700）概况：本标段 39.7 公里，易门县境内里程 10.3

公里，峨山县境内里程 29.4公里。结合沿线交通流量与道路功能定位，本项目

拟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5.5米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推荐方案共设置桥梁 8556米/33座，隧道 19535米/12座，互通式立体交叉 4处，

项目建设估算总投资约 710300万元。（具体规模以批复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为

准）

YXSJ-2（K39+700-K75+363）概况：本标段 35.663公里，峨山县境内里程 16.880

公里，新平县境内里程 18.783公里。结合沿线交通流量与道路功能定位，本项

目拟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5.5米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推荐方案共设 设置桥梁 5530米/20座，隧道 27300米/9座，互通式立体交叉 3



处，项目建设估算总投资约 750875万元。（具体规模以批复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为准）

2.3招标范围

标段
主线起
讫点

综合里程
（公里）

主要工作内容

YXSJ-

1

K0+000-
K39+700

39.7

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云南省重点公

路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管理工作的通知》（云交建设便

2020185号）要求，完成易门至新平高速公路标段范围内初

步勘察设计及涉及本项目的其他专项评估（价）工作。

（1）勘察工作：按现行国家和交通行业标准、规范、规

程等的规定进行初勘、初测等，包括本项目有关工程测量、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勘察、其他专项勘察、材料试验等内容。

（2）设计工作：按现行国家和交通行业标准、规范、规

程等的规定进行初步设计工作，包括本项目的路线、路基、

路面、桥涵、隧道（包括：照明、监控、通信、通风、机电、

消防、救援、供配电工程等有关内容）、交叉工程（含连接

线）、交通工程（含收费、监控、通信）、沿线设施（含服务

区、停车区、安全设施、养护用房、管理用房、服务用房等，

其中管理用房包含路政管理用房、交巡警营房等）、景观绿

化工程及服务站所绿化（含景观工程）、进场道路、临时工

程和线外工程、环保、水保及节能减排专项设计的初步设计

及概算、技术设计（如需要）、修正概算（如需要）、桥隧、

高边坡和取弃土场专项安全风险评估等工作、后续服务（包

括设计审查会务服务、招标配合服务、施工图设计阶段配合

服务、初步设计交底等）。

（3）项目专项评估（价）：根据《云南省重点公路建设项

目初步设计审查相关材料一览表》内容，配合完成业主已开

展和必须由业主完成的内容，负责完成本项目涉及的《项目

安全性评价报告》、《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桥梁隧道安全风

险评估》、《外业勘察与地质勘察指导书》、《通航条件与通航

安全影响评价》及其它审查需要的材料（以上内容，如项目

不涉及则不需要实施）。

（4）作为总体初步勘察设计单位，统筹工可、初步勘察

设计等各阶段工作，负责全线总体初步勘察设计、设计单位

的协调及设计文件和概算文件的汇总。



YXSJ-

2

K39+700
-K75+36

3
35.663

按照《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云南省重点公

路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管理工作的通知》（云交建设便

2020185号）要求，完成易门至新平高速公路标段范围内初

步勘察设计工作。

（1）勘察工作：按现行国家和交通行业标准、规范、

规程等的规定进行初勘、初测等，包括本项目有关工程测量、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勘察、其他专项勘察、材料试验等内容。

（2）设计工作：按现行国家和交通行业标准、规范、

规程等的规定进行初步设计工作，包括本项目的路线、路基、

路面、桥涵、隧道（包括：照明、监控、通信、通风、机电、

消防、救援、供配电工程等有关内容）、交叉工程（含连接

线）、交通工程（含收费、监控、通信）、沿线设施（含服务

区、停车区、安全设施、养护用房、管理用房、服务用房等，

其中管理用房包含路政管理用房、交巡警营房等）、景观绿

化工程及服务站所绿化（含景观工程）、进场道路、临时工

程和线外工程、环保、水保及节能减排专项设计的初步设计

及概算、技术设计（如需要）、修正概算（如需要）、桥隧、

高边坡和取弃土场专项安全风险评估等工作、后续服务（包

括设计审查会务服务、招标配合服务、施工图设计阶段配合

服务、初步设计交底等）。

（3）配合总体单位进行本项目专项评估（价）。

（4）配合全线总体初步勘察设计单位的协调及设计文

件和概算文件的汇总。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 YXSJ-1、YXSJ-2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具备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公路行业设

计甲级资质或公路行业专业设计甲级资质（需同时具备公路、特长隧道、交通工

程专业），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

//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设计资质企业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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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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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2个标段投标，最多允许中 1个标段。

4.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年 4 月 16日至 2021年 4月 22日（北

京时间，下同），登录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

http://60.160.190.130:8001/），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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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

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注：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不一致时以电子文件为准。在

网上报名成功后，请携带网上报名成功回执到玉溪市交通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 86号 3楼 303室）办理现场报名事项，并购买项目资料。

两项报名均完成者才算报名成功。

5.2 现场报名及项目资料的获取

5.2.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2021 年 4 月 22 日(法定

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日 8 时 00 分至 18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在玉

溪市交通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 86 号 3 楼 303 室）持加

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资产构成情况及投

资参股的关联企业情况（若有）、企业基本开户许可证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网上报名成功回执、被授权代理

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套报名并购买项目资料。

5.2.2 项目资料每套售价 2000元，售后不退。报名成功后自行转账（不用基

http://60.160.190.130:8001/），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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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http://60.160.190.130:8001/），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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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http://60.160.190.130:8001/），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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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http://60.160.190.130:8001/），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获取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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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本账户转账的不能开具发票），账户名称：玉溪市交通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251703200902011058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玉溪玉兴支行。

5.2.3 购买项目资料时投标人登记的授权代理人必须固定，且在本项目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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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固定电

话、传真及手机号码、电子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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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招标人将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年 5月 8日

9时 00分。

6.3 网上递交：网上递交网址为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

http://60.160.190.130:8001/），投标人须在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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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

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6.4 网上递交投标文件后，还须于投标截止时间到开标现场递交 PDF版电子

投标文件的 U盘及提供 1套纸质版投标文件，提供的纸质版投标文件应与电子

投标文件一致。地点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号开标厅（玉溪市红塔区玉龙路

2号市政府停车场侧面）。

6.5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

视为撤回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注：请投标人务必携带编制投标文件时的加密数字证书（CA）到达开标现场对投标文

件进行解密，因投标人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除系统软件原因外,视为撤回其投标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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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gzy.yn.gov.cn）、玉

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60.160.190.130:8001/）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玉溪市交通运输局

地 址：玉溪市秀山西路 7号保安大厦 6-7层

联 系 人：王 工

电 话：0877-2026831

招标代理机构：玉溪市交通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 86号

联 系 人： 赵 工

电 话：0877- 2032262 18708770091

电子邮件：1685145631@qq.com

2021年 4月 15日

mailto:16851456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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