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柏县绿汁江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招标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双柏县绿汁江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已由双柏县发展和改革局

批准建设，项目代码为 2019-532322-76-01-050388，建设资金来源为中央资金、州级配套

及县级配套，招标人为双柏县水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 旺和招标咨询有限

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进行公开招标，资格审查

方式为资格后审，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与该项目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双柏县绿汁江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招标

2.2 建设地点：双柏县大麦地和安龙堡两个片区。

2.3 建设内容及规模：绿汁江中型灌区分大麦地和安龙堡两个片区，新建 1条输水主管、

1个光伏提水泵站及 1 个提水泵站。项目总投资约 5649 万元，建安投资约 4600 万元。

2.4 招标范围：双柏县绿汁江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招标范围内的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

作。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含估算编制）、规划设计、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施工图

设计、工程施工、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工程竣工验收、移交、交付使用、工程归档、

办理工程建设相关行政审批等服务和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

2.4.1 设计部分：完成本项目实施方案（含初步设计、招标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的

设计工作，确保成果通过主管部门审查，并配合完成项目施工服务等工作。

2.4.2 施工部分：本项目内的全部工程土建、安装及相关配套设施施工及相关资料编制

等工作。

2.5 工期要求：总工期为 545 日天，具体开工时间以开工令为准。

2.6 质量要求：

2.6.1 设计：在满足招标人提出的本项目使用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进行限额设计，符合国

家、行业及地方现行的相关标准及强制性规范，并对提供的设计成果质量终身负责。

2.6.2 施工：符合设计要求，满足招标人使用需求，执行国家现行的质量验收标准，一

次性验收合格，并保证各专项工程验收通过。



2.6.3 总承包：执行《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50358-2017）及国家现行

法规、规范的相关规定。

2.7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设计、施工合为 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企业资质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具有年检合格有效独立法人资格

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须同时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以下资质（若同

一投标人不能同时具备以下资质要求的，可组成联合体投标）：①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

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专业乙级；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并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成员家数应

不超过 2 家。联合体各方应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联

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

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中投标。牵头人为施工方的投标人。

3.3 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需具备高级职称，在投标单位购买社保在 3个月（含 3 个

月）以上。

3.4 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二级建造师，专业：水利水电 ；同时具有中级技术职称和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必须注册在投标人所在单位，在注册单位购买社保在 3 个月（含

3个月）以上。

3.5 业绩要求

3.5.1 设计业绩要求：投标人近 3 年来（2018 年至今）至少承担过一个类似业绩，需提

供合同协议书（原件扫描件）。

3.5.2 施工业绩要求：投标人近 3 年来（2018 年至今）至少承担过一个类似业绩，需提

供合同协议书（原件扫描件）。

3.6 其他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要求

3.6.1 拟投入项目管理人员配备须是投标人在职在册持证专业技术人员，且公司为其购

买有社保和签订劳动合同人员，社保须在注册单位购买在 3 个月（含 3个月）以上。

3.6.2 相关承诺书：负责人无其它在建工程承诺书，中标后不转包、不违法分包承诺书，

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承诺书。

3.7 财务要求：具有顺利完成本招标项目施工的财务能力，需提供近 3年（2018 年度—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或损益表）和财务情况说



明书）并附真实性承诺,若为联合体投标的，由牵头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3.8 信誉要求：

3.8.1 投标人当前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产、投标资格取消、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破产等状

态,投标人未曾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没有被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列入黑名单的情况（如未出现上述情况，投标人须做出承诺，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

体投标的各成员均须作出承诺，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若发现提供虚假材料，需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3.8.2 近三年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自行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提供查询结果截图原件扫描件，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投标的各

成员均须提供）。

3.8.3 近三年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投标人

自行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信用中国”（云南）

（yncredit.yn.gov.cn）网站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提供查询结果截图原件扫描件，

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投标的各成员均须提供）。

3.8.4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由牵头人提供）近三年（2018 年至今）未出现拖欠农民工

工资情况（投标人自行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劳动监察机构进行查询“企业工资支付信

用记录”，并提供查询结果原件扫描件）。

3.8.5 诉讼及仲裁：如实说明近三年发生的诉讼及仲裁相关情况，并说明当前有无因投

标申请人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终止、纠纷、争议、仲裁和诉讼，并承诺涉及诉讼事

件不影响申请人在本投标项目的履约能力（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投标的各成员均须提

供）。

3.8.6 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

件、材料、信息，骗取投标资格或中标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罚。

3.8.7 各投标人应当仔细阅读《招标文件》和《诚信承诺书》，提交的投标材料应当真

实、准确、完整，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和诚信承诺贯穿招投标工作和工程建设全过程，在招投

标和工程建设各环节发现投标人不符合投标资格条件和提供虚假材料的，不论是评标过程中

还是结果公示中，或者已签订合同并执行完毕的招标人、监管单位均可追究由其造成的一切

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刑事及民事责任）。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上午 8 点 00 分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17 点



30 分登录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http://www.cxggzy.cn/）进行注册以

及 CA 数字证书的办理。注册及 CA 数字证书办理完成之后通过互联网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

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明确所投标段，进行网络报名，下载招标文件。未办理

企业数字证书（USBKEY）的企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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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投标保证金

5.1 本项目投标保证金金额：￥800000.00 元（大写：捌拾万元整），投标保证金可采

用现金缴纳（转账或汇款）或银行保函、保证保险等形式。投标人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均应

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 16 点 00 分前交纳并在投标文件中扫描上传交纳凭证原件（具体要求详

见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格式要求）。

5.2.现金缴纳（转账或电汇）：缴纳具体操作步骤（详细操作步骤请下载《云南省省级

保证金操作手册》，下载网址：http://www.cxggzy.cn/fwzn/xzzq?zqbh=11）如下：

使用注册 CA 证书时提供的基本账户，向本项目保证金账户转账或电汇，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双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柏县支行妥甸分理处

账 号：241022010400048310000000034

5.3 登录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所投标项目报名后，进入对应项目“投标保

证金——确认投标保证金——确认”，确认交易保证金。系统会自动绑定，并在“银行来款

记录”列表处显示已绑定，即为缴纳成功。（若未绑定，将无法打印回执单，系统视为未缴

纳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在楚雄州公共资源电子服务系统中打印保证金缴纳回执。

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入双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

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的名义缴纳。

采用现金缴纳（转账或电汇）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中须扫描上传基本账户开户许可

证原件和投标人在楚雄州公共资源电子服务系统中打印的保证金缴纳回执原件。

5.4 银行保函：保函申请人必须是投标人，受益人必须是招标人，保证人必须是投标人

基本账户的开户银行；开具保函的银行不得为村镇级银行；银行保函必须正确填写受益人和

申请人的全称，并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名称相一致。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

标文件中须扫描上传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和基本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保函原件。

5.5 保证保险：在投标保证保险中，投标人为投保人，招标人为被保险人。当投标人未

http://www.cxggzy.cn/）进行注册以及CA数字证书的办理。注册及CA数字证书办理完成之后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明确所投标段，进行网络报名，下载招标文件。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的企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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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http://www.cxggzy.cn/）进行注册以及CA数字证书的办理。注册及CA数字证书办理完成之后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明确所投标段，进行网络报名，下载招标文件。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的企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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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http://www.cxggzy.cn/）进行注册以及CA数字证书的办理。注册及CA数字证书办理完成之后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明确所投标段，进行网络报名，下载招标文件。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的企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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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http://www.cxggzy.cn/）进行注册以及CA数字证书的办理。注册及CA数字证书办理完成之后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明确所投标段，进行网络报名，下载招标文件。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的企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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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http://www.cxggzy.cn/）进行注册以及CA数字证书的办理。注册及CA数字证书办理完成之后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明确所投标段，进行网络报名，下载招标文件。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的企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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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USBKEY）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能按照招投标文件要求履行投标义务而导致招标人受到损失时，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对

招标人的损失承担代偿责任。投标人在支付投标保证金保险费时，必须使用基本账户资金支

付购买。

缴纳保证保险详细操作步骤请下载《楚雄州投标保证金网络投保分配流程》，下载网址：

http://www.cxggzy.cn/fwzn/xzzq，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在“云南省建设工程保险信息化系统 http://www.ynzhuopu.com/”上完成注册、购买

投标保证保险、支付保费使投标保险生效。

在交易系统上进入“投标保险保单——分配保证保险”进行保证保险分配，打印保证保

险缴纳回执、投标保证保险保函、保险单（正本）。

采用保证保险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中须扫描上传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原

件、保证保险缴纳回执原件、投标保证保险保函原件和保险单（正本）原件。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投标人可自行进行考察，费用自理。在考察过程中，投标

人如果发生人身伤亡，财务或其他损失，不论何种原因造成，招标人均不负责。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1 年 6 月 16 日上午 09 点 00 分。

6.3 网上递交：网上递交网址为 http://www.cxggzy.cn，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

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投标人根据拟要投标的项目，按照网上投标系统要求上传全部投标

文件，投标文件上传后须自行检查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并进行确认签名后，方完成全部投标文

件网上上传操作。投标人可自行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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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标方式:远程解密网上开标。（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地点：双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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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

系统》及《双柏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双柏县水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妥甸镇兴贸路 11 号

联 系 人：冯 工

联 系 电 话：15908852101



招标代理机构：旺和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楚雄市汇东胜景小区 357 幢

联 系 人：王鸿彬

联 系 电 话：13099833266

2021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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