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办公楼
楼顶通道钢结构改造工程工程
招标文件（资格后审）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镇江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办公楼楼顶通道钢结构
改造工程(项目名称)已由镇江市民政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镇民
财[2017]82 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镇江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委员会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江苏建达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名称）受招标人的委托具
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三、工程概况及招标范围
1、建设地点：镇江市南门大街 276 号
2、工程规模：阁楼建筑面积约为 20 平米
3、工程估算价： 约 9.8 万元
4、计划开、竣工时间：2019 年 3 月 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
5、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本招标工程共分壹个标段，相应招标内容为：
标段编号

ZJS -04

标段名称

招标范围

镇江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

图纸以及清单

会办公室办公楼楼顶通道钢结

范围内容的装

构改造工程

饰工程施工

各投标人可就上述标段中 1

工期
40 日历
天

个标段投标，最多可以中 1 个标段。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资格审查必要条件：
（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3）、企业没有因诈骗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
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4）、企业的资质类别、等级和项目负责人注册专业、资格等级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具体如下：
①、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含）以上；
②、拟选派项目负责人专业及资质等级：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
（5）、企业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应取得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类证书）；
（6）、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的。
②、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的,并且：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
日已满 6 个月；或者，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 天，且经建
设单位同意并已经办理项目经理变更手续的。
③、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
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
（7）、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资格审查可选条件：
无。
（三）、存在下列情形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投标：
（1）、为招标人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标段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但设计施工总承包的除外；
（3）、为本标段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或者为本标段提供招标代
理服务的；
（4）、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项目管理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
定代表人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5）、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的；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7）、被责令停业的；
（8）、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9）、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0）、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11）、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四）、其他要求：
（1）、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低价风险担保
（一）、投标保证金：
（1）、投标人必须于投标截止前按以下方式，从企业的法人基本存款账户上划
出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至江苏建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镇江分公

司，户名：江苏建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开户行：工行镇江北门支行，账号：110 4088 9092 0013 8131
注：投标保证金全部采用电汇的形式交纳，投标保证金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
前到达账户。以个人、企业的办事处、分公司，子公司名义或从他人账户、投标
人企业的其他账户、企业的投标保证金划出账号与企业诚信库的开户账号比对不
符缴纳的投标保证金无效。
③、投标截止后，投标人如未按上述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属于重大偏差，将
被视为未能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应当作为无效标予以否决；
④、保证金退还：中标人签定施工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投标保证金无息退还给
未中标人。
（二）、履约保证金：本工程中标人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后一周内无息退还。

六、确定参与评标入围投标人
（一）、评标入围方式：
（1）、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小于等于 10 家时，则全部确定为入围评标
的投标人，参与后续评标程序；
（2）、当形式评审合格的投标人为 11～70 家时，招标人选择价格均值入围法
确定入围评标的投标人，参与后续评标程序：
√价格均值入围法：
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为 11～20 家时，先去除 1 家最高报价的投标人，
再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的平均值，取平均值以上 4

家和以下 6

家投标人

进入后续评标程序(取 10 家进入后续评审，取平均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值
以上的投标人)；
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在 21～30 家时，先去除 2 家最高报价的投标人，
再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平均值，然后取平均值以上 5

家和以下 7

家投标

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取 12 家进入后续评审，取平均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
值以上的投标人)。
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为 31～40 家时，先去除 3 家最高报价的投标人，
再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的平均值，取平均值以上 6

家和以下 8

家投标人

进入后续评标程序(取 14 家进入后续评审，取平均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值
以上的投标人)；
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在 41～50 家时，先去除 4 家最高报价的投标人，
再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平均值，然后取平均值以上 7

家和以下 9

家投标

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取 16 家进入后续评审，取平均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
值以上的投标人)。
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为 51～60 家时，先去除 5 家最高报价的投标人，
再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的平均值，取平均值以上 8

家和以下 10 家投标人

进入后续评标程序(取 18 家进入后续评审，取平均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值
以上的投标人)；
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在 61～70 家时，先去除 6 家最高报价的投标人，
再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平均值，然后取平均值以上 9

家和以下 11 家投标

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取 20 家进入后续评审，取平均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
值以上的投标人)。
注：平均值以上（或以下）的数量不足时按实际数量计取，但不因此增加平均
值以下（或以上）的数量。
（3）、当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超过 70 家时，招标人采取交叉入围方式，
确定入围评标的投标人，参与后续评标程序：
首先采取抽签入围法的方式，从形式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中，采取随机抽
取的方式，确定 50 家投标单位，再采用价格均值入围法确定入围评标的投标人；
√价格均值入围法：
先去除 4 家最高报价的投标人，再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的平均值，取平均值
以上 7 家和以下 9 家投标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取 16 家进入后续评审，取平均
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值以上的投标人)；
注：平均值以上（或以下）的数量不足时按实际数量计取，但不因此增加平均
值以下（或以上）的数量。
（二）、未入围评标的投标人，不再参与后续的评标程序，其投标文件不再进
行下一步评审。
（三）、形式性评审内容包括：
（1）、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保证金的；
（2）、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的；
（3）、投标质量标准未能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
（4）、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的。

（四）、评标结束后，入围资格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复议以及其它
任何情形而重新确定。

七、评标办法
本工程采用“合理低价法”的评标方法，本评标办法总分为 100 分，其中投标
报价 100 分本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不采用合格性评审。

（一）、投标报价（100）：

（1）、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以参加投标的单位的平均价为基准价。
（2）、投标报价分值计算：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 100 分，评标价
偏离评标基准价的相应扣减得分，评标价相对评标基准价每偏离 1%，扣减一定
的分值，每偏高 1%扣 0.9 分，每偏低 1%扣 0.6 分，偏离不足 1%的，按照插入法
计算得分。
注：①、评标价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
②、有效投标文件是指未被评标委员会判定为无效标的投标文件；

（二）、施工组织设计：
除特殊工程外，投标人不需要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中标后，中标人按有关
规定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八、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至 2018 年 2 月 22 日 17：00 期
间到江苏建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购买招标文件费用人民币 500
元（售后不退）。
九、其他
（1）、本次招标公告日期从 2019 年 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
十、发布公告的媒介
（1）、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镇江市民政网(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2）、本次招标公告为第 1 发布。
十一、招标人及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招标人地址：镇江市凤凰岭饭店内招标代理机构地址：镇江市润兴路 1 号 3 楼
联系人： 郑先生

联系人：张工

电话：18912802700

电话：15262925169

传真：

传真：

邮编：

邮编：

E—mail：

E—mail：10537692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