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台区 2016年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 

招标文件关键内容公示 

本关键内容公示时间自 2016 年 5 月 30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10

日结束。 

一、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九台区 2016 年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建设项目已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招

标人为长春市九台区公路建设办公室。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

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次设计招标划分为独立标段（SJ01），具体情况如下： 

2.1 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 

（1）长通路改扩建工程 3.396 公里，按城市次干路标准设计，起点为长通路与省道 S001

交汇，道路终点为长通路与南苑大街交汇处； 

（2）长吉北线-碧水庄园-庙香山-九开公路（董家高速出口）道路工程，按四级公路标

准设计，路线起点位于长吉北线 K42+700 杨家屯处，经碧水庄园、庙香山，终点止于长春经

济圈公路（董家高速出口），全长约 29.6 公里； 

（3）长吉北线-桦树村-八台岭-国道饶盖线公路，按四级公路标准设计，路线起点位于

长吉北线（S101）与土门岭镇交汇处，经桦树村、终点连接在沐石河镇于饶盖公路相交；连

接线起点位于桦树村，终点连接到八台岭景区，总里程约 22.1 公里； 

（4）乡道二道沟至加工河养护工程，路线起点位于长吉北线 K46+650 处，经二道沟村、

半拉山子村、许家沟、加工河村，终点止于庙岭水泥路面与沥青路面交接处，全长 9.45 公

里。 

（5）九台区土们岭办事处马鞍山景区道路，按四级公路标准设计，共 10 段总长 2.181

公里。 

2.2 勘察设计周期：2016 年 6 月 25 日~2016 年 7 月 15 日，2016 年 7 月 5 日前完成外业

验收。 

2.3 招标范围：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勘察设计、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预算等；按施工标

段编制施工图预算等；设计变更、后续服务、竣工图编制等；配合招标人完成施工招标服务

工作。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专业（工程测量）丙

级（含丙级）以上资质、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丙级（含丙级）以上设计资质和市政行业（道

路工程）专业乙级（含乙级）以上设计资质，近 3 年内完成过累计不少于 120km 公路工程

勘察与施工图设计业绩和 2 项以上城市主（次）干路施工图设计业绩，并在人员组成结构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2016 年 6 月 3 日，每日上午 8:30 时

至 11：30 时，下午 13:00 时至 16:30 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吉林省金辉招标咨询有限公

司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勘察（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

及上述资料复印件一套购买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6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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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开标

室。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和《东亚经贸新闻》

上同时发布。招标文件关键内容在长春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公示。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长春市九台区公路建设办公室 

联   系   人：王玉芳    

电        话：0431-82369059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金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市生态大街与和美路交汇华荣泰 A 座 2104 室 

联   系   人：吴长文 

电        话：0431-81172319 

 

 

2016 年 5 月 30 日 



二、 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2.2 
第一信封 

资格审查 

（1）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a．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与投标人的名称一致； 

b．营业执照通过登记机关的年度检验； 

（2）投标人的资质证书有效且等级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附录 1 的规定； 

a．企业资质证书上的企业名称与投标人的名称一致； 

b．投标人的勘察、设计资质等级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的业绩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2 的规定； 

（4）投标人的主要人员资格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3

的规定； 

（5）投标人的信誉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4 的规定； 

（6）投标人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定的情形； 

（7）投标人没有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 

2.3 
第一信封 

初步评审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

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投标人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1项和第3.4.2项规定的金

额、形式、时间和账户等要求提供了投标保证金； 

（4）投标人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7.4项的规定，提供了法定

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并附有公证机关出具的加

盖钢印、单位章并盖有公证员名章的公证书，钢印应清晰可辨，同时公

证内容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5）投标人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填写了“拟分包项目情

况表”，且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款规定； 

（6）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限； 

（7）投标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8）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人的权利提出削弱性或限制性要求，没有对

投标人的责任和义务提出实质性修改； 

（9）投标人未提供虚假资料； 

（10）投标文件未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2.5 
第一信封 

详细评审 

评审因素                         评分值 

（1）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文件）：                 

a.投标人与本项目相关的具体业绩                       10 分 

b.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资格和能力                       10 分 



c.投标人的信誉                                       5 分 

（2）投标文件第一信封（技术文件）： 

d.对招标项目的理解和总体设计思路                     15 分 

e.招标项目勘察设计的特点、关键技术问题的认识及其     15 分 

对策措施 

f.勘察设计工作量及计划安排                           15分 

g.勘察设计的质量保证措施、进度保证措施               10分 

h.后续服务的安排及保证措施                           10分 

2.7 
第二信封 

初步评审 

（1）第二信封（报价清单）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

迹清晰可辨，内容齐全完整； 

（2）第二信封（报价清单）中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理人

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3）在报价函上填写了投标报价系数（包括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投

标报价系数不高于招标人公布的最高投标限价系数，且报价系数唯一。 

2.9 
第二信封 

澄清 

第二信封澄清过程中，发生以下任一情形的，作废标处理： 

（1）投标人拒绝确认算术性修正后的报价系数； 

（2）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超过最高投标限价系数。 

2.10 
第二信封 

详细评审 

评审因素                             评分值 

（3）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报价清单）：                   10分 

i.投标报价系数                                       10分 

2.12 评标结果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的人数为 2 名 

评审因素与评分值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值 各评审因素细分项 分值 

a. 
投标人与本项目相关的

具体业绩 
  10分 

公路工程勘察设计

业绩 
 5.0分 

满足最低条件得3分，达

到最低资格条件2倍以

上得满分，中间按比例

内插 

城市主（次）干路

施工图设计业绩 
5.0分 

满足最低条件得3分，每

增加一项城市主（次）

干路业绩加1分，最多加

2分 

b. 
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资

格和能力 
  10分 

项目负责人任职资

格与业绩 
10分 

满足最低条件得6分，以

项目负责人身份完成一

项公路工程勘察设计业

绩加1分，最多加2分；

完成一项城市主（次）

干路施工图设计业绩加

1分，最多加2分。 

c. 投标人的信誉 5分 满足最低条件得3分，视情况酌情加分。 

d. 对招标项目的理解和总   15分 满足项目勘察设计要求得9分，根据实际情况加分，最



体设计思路 高加至满分。 

e. 

对招标项目的勘察设计

的特点、关键技术问题

的认识及其对策措施 

  15分 
满足项目勘察设计要求得9分，根据实际情况加分，最

高加至满分。 

f. 
勘察设计工作量及计划

安排 
  15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9分，根据实际情况加分，最高加

至满分。 

g. 
勘察设计的质量保证措

施、进度保证措施 
  10分 

满足项目勘察设计要求得6分，根据实际情况加分，最

高加至满分。 

h. 
后续服务的安排及保证

措施 
  1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6分，根据实际情况加分，最高加

至满分。 

i. 投标报价系数    10分 

投标报价系数的确定：投标报价系数=报价函文字报价

系数 

评标基准价的确定：按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

审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对投标人的第二信封（报价清

单）通过初步评审及算术性修正后的前三名投标人投标

报价系数作算术平均，将该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计

算结果按四舍五入的原则保留两位小数）； 

    （1）如果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系数>评标基准价，则

投标报价系数得分=F-（投标人投标报价系数-评标基准

价）/评标基准价×100×E1； 

（2）如果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系数≤评标基准价，

则投标价报价系数得分=F+（投标人投标报价系数-评标

基准价）/评标基准价×100×E2； 

其中，F 是投标报价系数所占的评分满分值；E1 是

投标报价系数每高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

E2 是投标报价系数每低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

分值，中间值按比例内插。E1=1，E2=0.5。 

投标报价系数最低得分为0分。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评审过程中所有得分均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评标办法 

1.总则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Ⅰ。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

本章第2条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

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 

2.评标程序和评审标准 

2.1 评标程序 

    评标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2.1.1 第一信封资格审查； 

     第一信封初步评审； 

     第一信封澄清（如果需要）； 

     第一信封详细评审。 

2.1.2 第二信封初步评审； 

     第二信封算术性修正 

第二信封澄清（如果需要）； 

第二信封详细评审。 

2.1.3 综合评价，推荐中标候选人。 

2.1.4 编写评标报告。 

2.2 第一信封资格审查 

评标委员会首先对投标人提交的资格审查表进行审查，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做废

标处理。通过资格审查的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

的原件，以便核验。 

2.3 第一信封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

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理。通过初步评审的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4 第一信封澄清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

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评标委员

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

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



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凡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或给发包人带来未曾要求

的利益的变化、偏差或其他因素在评标时不予考虑。 

2.5 第一信封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只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进行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按“评标办法前附表”规定的评审因素和评分值进行评分，并计算出各投标人的

商务和技术得分。 

2.6 第二信封开标 

   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结束后，招标人将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1

款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对通过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的投标文件第二信封

（报价清单）进行开标。 

2.7 第二信封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的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报

价清单）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理。通过初步评审的标准见“评

标办法前附表”。 

2.8 第二信封算术性修正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报价清单）初步评审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系数

进行校核，并对其中的算术性错误予以修正。修正的原则如下：大写系数和小写系数不一致

的，以大写系数为准。 

2.9 第二信封澄清 

   算术性修正后的报价系数如果与投标人原报价系数不同，评标时将书面通知投标人进行

澄清，投标人应确定算术性修正后的报价系数；如投标人拒绝确认，则其投标文件将不予评

审，作废标处理，同时没收其投标担保。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系数仅作为签订合同的一个

依据，不参与投标报价系数得分的计算。 

   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系数若超过最高投标限价系数，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2.10第二信封详细评审 

计算所有通过第二信封（报价清单）初步评审以及算术性修正后的投标人的投标价得分。

投标价得分的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1 评标排序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按照评标办法的规定，独立评分并署名。各投标人的综合得分为商

务和技术得分与报价得分之和。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进行排

名。如最终得分相同时，则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得分较高的优先。 

2.12 评标结果 

评标委员会应当在评标工作完成后，按“评标办法前附表”规定的人数推荐中标候选

人并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审报告。 



三、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 列 内 容 

1.1.2 

招标人 
招标人：长春市九台区公路建设办公室 

联系人：王玉芳    电  话：0431-82369059 

招标代理机构 

名  称：吉林省金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市生态大街与和美路交汇华荣泰A座2104室 

联系人：吴长文    电  话：0431-81172319 

项目名称 九台区 2016 年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 

建设地点 长春市九台区辖区内 

1.2. 
资金来源 计划采取 PPP融资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3. 
招标范围 

□初勘、初测 

□√详勘、定测 

□初步设计 

□技术设计 

□√施工图设计 

□√其他：后续服务 

勘察设计周期 详见专用合同条款第 4.1 款的规定 

1.4.1 
投标人资质条件、能

力和信誉 

资质条件：见附录1 

业绩条件：见附录2 

人员要求：见附录3 

信誉要求：见附录4 

1.4.2 联合体 
□√不接受 

□接受，但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    家； 

1.9.1 踏勘现场 
□√不组织 

□组织；  

1.10.1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召开； 

1.11 分包 
□√不允许 

□允许 

2.1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

材料 
无 

2.2.1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

文件的截止时间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 10 天前 

2.2.2 投标截止时间 2016年 6 月 20 日 9：00时 

2.2.2 本款修改为 

招标文件的澄清将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 15

天前以书面形式发给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但不指明澄清问题

的来源。如果澄清发出的时间距投标截止时间不足 15 天，且可能影响

投标文件编制的，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招标人有责任保证所有购

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收到招标文件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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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

文件澄清的时间 
收到澄清后 24 小时内（以发出时间为准） 

2.3.1 本款修改为 

在投标截止时间 15 天前，招标人可以书面形式修改招标文件，并通知

所有已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如果修改招标文件的时间距投标截止

时间不足 15 天，且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招标人有责任保证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收到招标文件的修改。 

2.3.2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

文件修改的时间 
收到修改后 24 小时内（以发出时间为准） 

3.1.1 投标文件形式 
□√双信封 

□单信封 

3.2.2 
招标人是否设有最高

投标限价 

□否 

□√是，最高投标限价系数 0.85。 

3.2.2 本款增加以下内容 

本项目勘察设计费的具体金额无需在投标文件中填报，投标人只需在

投标函中填报投标报价系数。同时，本项目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系数不

得高于招标人公布的最高投标限价系数，否则作废标处理。 

3.3.1 投标有效期 自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 90 天 

3.4.1 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5万元/投标人 

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电汇或转账支票 

注意：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转出，投标人必须确保在

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保证金一次性递交到招标代理机构（以到

帐时间为准） 

招标人指定账户的账户名称、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金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长春长新（金域）支行（银行代码：104241011039） 

账号：1572  2172  1442 

3.4.4 本款内容修改为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日内向中标候选人以外的其他

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与中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后5日内向中标人和其

他中标候选人退还投标保证金。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

金，招标人应当同时退还投标保证金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且退

还至投标人的基本账户。 

3.7.5 投标文件副本份数 
副本 3 份，另加 1 份投标文件电子文件（U 盘），电子文件以信封形式

单独包封，与投标文件同时递交。 

3.7.6 装订形式 
本款增加以下内容：投标文件须采用胶装方式进行装订，投标文件书

脊上应明确标注投标单位名称。 

4.1.2 封套上写明 

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内层封套： 

投标人邮政编码：                  

投标人地址：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联系人：                    

投标人联系电话：                    

招标人地址及名称：                （ 寄）  

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报价清单）内层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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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邮政编码：                  

投标人地址：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联系人：                    

投标人联系电话：                    

招标人地址及名称：                （ 寄） 

投标文件外层封套： 

招标人地址： 

招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标段勘察设计投标文件 

在   年   月   日    时   分前不得开启 

4.2.2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吉林省金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 

4.2.6 
招标人通知延后投标

截止时间的时间 
原定投标截止时间 3天前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1.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

时间 

2.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开标地点：同投标文件递

交地点 

3.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报价清单）开标时间：评标委员会对第一

信封评审结束后。 

4. 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报价清单）开标地点：吉林省金辉招标咨

询有限公司开标室 

5.2.1 开标程序 （4）密封情况检查：由投标人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 

6.1.1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构成：5 人，其中招标人代表 1 人，专家 4 人； 

评标专家确定方式：从吉林省交通运输厅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 

6.3 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估法Ⅰ 

□综合评估法Ⅱ 

6.4 评标结果公示 

招标人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 日内，将评标结果在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日。同时在长春

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少于 3 日，公示内容

包括：（1）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系数；（2）中标候选人

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主要人员姓名、个人业绩、相关证书编号；（3）

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4）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

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5）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内容。公示结

束后，在本章 3.3 款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招标人以书面形式向中标

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7.1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

确定中标人 

□是 

□√否 

7.3.1 履约担保 

履约担保的金额：5%签约合同价 

履约担保的形式： 

□银行保函 

□√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 列 内 容 

7.4.3（3） 本款增加以下内容 

招标人与中标人按照上述原则在合同协议书中签订勘察设计费系数。

招标人实际支付的勘察设计费金额为：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取费标准计

算勘察设计费基准价格乘以中标人的中标系数。 

9.5 监督部门 监督机构：长春市交通运输局、九台区交通运输局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本项目招标代理费包含在勘察设计费中，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

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实行市场价格，金额为 50000 元。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

前，将招标代理费一次性递交至招标代理机构。 

  



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SJ01 

须同时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专业（工程测量）丙级（含丙级）

以上资质、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丙级（含丙级）以上设计资质和市政行业

（道路工程）专业乙级（含乙级）以上设计资质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要求 

SJ01 
近 3 年1内完成过累计不少于 120km 公路工程勘察与施工图设计业绩和 2 项

以上城市主（次）干路施工图设计业绩 

 

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2 最低资历 最低人数 

项目负责人 
投标人正式雇员3，道桥相关专业4高级工程师，公路勘察

设计经验 5 年以上，担任过公路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 3 年以上。 
1 

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1. 没有被责令停业； 

2. 没有被主管部门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 

3. 财务没有被接管或冻结； 

4. 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5. 没有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或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但经审查委员会认定不会对承担

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1
 近 3年完成的工程指在 2013年 1月 1日以后完成的勘察设计项目。 
2
 本表所列人员不得兼职。 

3 指拟委任人员的社保参保单位为投标单位。 
4
 道桥相关专业指其职称证上的专业为道桥、路桥、公路工程、交通土建、桥梁、交通工程、铁路、隧道、

土木工程专业，如职称证中无专业，则以其毕业证上的专业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