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架究村明交自然村边境小康示范村

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次招标项目 2021 年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架究村明交自然村边境小康示

范村建设项目，已由《福贡县发展改革和经济贸易信息化局关于 2021 年福

贡县匹河怒族乡架究村明交自然村边境小康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

复》福发改经信投资发【2021】107 号批准建设。建设资金全部来自财政资

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人民政府。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具备相应资

格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名称：2021 年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架究村明交自然村边境小康

示范村建设项目。

2.2 建设地点：匹河怒族乡架究村明交自然村。

2.3 建设规模：新建①通村路改造，建设挡土墙，排水沟，总长度 2 公

里。②人马驿道建设 1 公里，宽 1.2 米，厚度为 10 厘米。③新增消防设施，

村内主路建设室内消防栓 6 个，村内新增 1 个微型消防站，消防改造工程。

④给水管梳理工程，新建 DN100 主管线路 1.6 公里，水源加固工程蓄水量

达到 22 立方米。⑤防滚石被动防护网 300 米。⑥产业发展项目建设，香蕉

种植 30 亩，土鸡养殖场一体化建设，柑橘提质增效 8 亩。⑦人居环境提升

项目，60 户居民进行庭院改造，栽种枇杷、庭院绿化面积为 1600 ㎡。房屋

后的排水沟建设，21 户居民户厕改造，26 户圈舍改造，村内设置 2 个垃圾

分类收集房，一辆垃圾收集车，10 个垃圾箱，污水管道 3 公里，污水处理

设施 2 套。⑧文化活动提升项目，活动场所 1 块，并建设一处休闲凉亭，

改造村内篮球场 550 ㎡硬化改造，更换篮球架，改造一间 30 ㎡村内活动室，

用于建设非遗传人习室及老年活动室，新建安全标识和指示牌 16 个。⑨边

疆文化及警务室建设吸纳灌木，改造一间 40 ㎡警务室，购置设备，边疆文



化宣传墙 200 ㎡。⑩党建氛围建设项目，党建文化墙 300 ㎡。具体内容以

最终的规划设计为准。

2.4 项目总投资：约 1000 万元。

2.5 招标内容：新建①通村路改造，建设挡土墙，排水沟，总长度 2 公

里。②人马驿道建设 1 公里，宽 1.2 米，厚度为 10 厘米。③新增消防设施，

村内主路建设室内消防栓 6 个，村内新增 1 个微型消防站，消防改造工程。

④给水管梳理工程，新建 DN100 主管线路 1.6 公里，水源加固工程蓄水量

达到 22 立方米。⑤防滚石被动防护网 300 米。⑥产业发展项目建设，香蕉

种植 30 亩，土鸡养殖场一体化建设，柑橘提质增效 8 亩。⑦人居环境提升

项目，60 户居民进行庭院改造，栽种枇杷、庭院绿化面积为 1600 ㎡。房屋

后的排水沟建设，21 户居民户厕改造，26 户圈舍改造，村内设置 2 个垃圾

分类收集房，一辆垃圾收集车，10 个垃圾箱，污水管道 3 公里，污水处理

设施 2 套。⑧文化活动提升项目，活动场所 1 块，并建设一处休闲凉亭，

改造村内篮球场 550 ㎡硬化改造，更换篮球架，改造一间 30 ㎡村内活动室，

用于建设非遗传人习室及老年活动室，新建安全标识和指示牌 16 个。⑨边

疆文化及警务室建设吸纳灌木，改造一间 40 ㎡警务室，购置设备，边疆文

化宣传墙 200 ㎡。⑩党建氛围建设项目，党建文化墙 300 ㎡。

2.5.1 工程设计：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响应招标人要求，根据招标人需

求据实完成相关设计工作，同时提供满足招标人要求的相关施工图会审等

服务工作。

2.5.2 工程施工：

（1）完成本项目所有单项工程施工任务直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

使用。

（2）施工范围以经招标人最终书面确认通知的范围为准。

2.5.3 招标人有权对招标范围进行调整。

2.6 计划工期：180 日历天。

2.6.质量要求：

(1)设计的质量要求：设计成果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的相关标准

及规范，满足招标人就本项目提出的要求，并通过备案。



(2)施工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的相关标准及规范，并

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确保一次性验收合格。

2.7.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投标人应同时满足以下资格要求（投标人若为联合体，联合体各

方成员共同满足下述要求）：

3.1 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备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独立企业（事业）

法人或其它组织，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工程设计资质要求：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或市政行业专业丙级及以上（含丙级）资质。

（3）工程施工资质要求：具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并且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业绩要求：

设计单位：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至少应承担过 1 个项目总投资为 500

万元及以上类似工程设计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提供有效的业

绩证明材料（业绩证明材料指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以合同签订时间

或中标通知书发出时间为准）；

施工单位：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至少应承担过 1 个项目总投资为 500

万元及以上的类似工程施工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提供有效的

业绩证明材料（业绩证明材料指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以合同签订时

间或中标通知书发出时间为准）。

3.3 财务要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

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开户许可证和

近三年任意连续两年经非本单位专业审计机构审定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

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或利润表或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及审计报告（成

立时间不足 1 年的提供自成立时间起至今本单位出具的财务报表或由建设

主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3.4 信誉要求：投标人（如为联合体，则指联合体各方）信誉良好，没

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没有受到取消投标资

格的行政处罚；没有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或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但经评标

委员会认定不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投标资格未被取消；未处于

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近三年内无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行为；并

对上述内容进行承诺。且未被列入“信用中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查询时间须为本项目招标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没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但期限届满的除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没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

信息，提供网站查询截图；提供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拟投入本项目的项

目经理、设计负责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行贿犯罪档案记录”无行

贿犯罪查询的截图。由招标代理机构或招标人查询，评标时提交评标委员

会评审。

3.5 项目经理要求：拟派项目经理需具有市政工程或建筑工程专业贰级

及以上注册建造师（须注册在本单位）资格证,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B 证）（有效期内），且必须注册在投标人本单位，如注册单位曾

有变更的，需提供注册单位变更记录；需提供项目经理的身份证复印件加

盖公章、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等证明材料。

3.6 设计负责人要求：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需提供设计负责人

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职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等证明材料。

3.7 其他人员要求：施工技术负责人应具备中级及以上（含中级）职称，

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职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劳动合同或社保

证明材料。

3.8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成员均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联合体牵头方须为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成员只能是设计单

位，且组成联合体的单位不得超过 2 家，以联合体身份投标的，还需提供

自本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由联合体各方签订的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各成

员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后，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

（3）由中标人负责项目的设计和施工。

4.资格审查方法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的资格审查方式。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05 月 08 日 08 时 30 分至 2021 年 05

月 13 日 18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进入怒江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

务系统（http://182.246.203.127:8001/），凭企业数字证书（CA）在网上

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BZBJ）。未

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的企业请前往怒江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

服务大厅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并在怒江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

系统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使用。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网上递交：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06 月 01 日 9 时 00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怒江州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服务系统（http://182.246.203.127:8001/）递交电子投标文件，网

上确认电子签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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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因疫情防控需要，本项目只进行网上开标，投标人无须到开标现场。

投标人登录怒江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按照《网上开标远程解密

操作指南（投标人）》完成远程解密、查看开标一览表和签名确认等相关

操作。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www.ynggzyxx.gov.cn）和怒江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http://182.246.203.127:8001/）上发布。我公司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

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8.联系方式

招标人：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人民政府

地 址：匹河怒族乡街道旁

联系人：密先生

电 话：13508861023

代理机构：云南行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怒江州福贡县上帕镇生态园村民楼旁

联 系 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818754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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