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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执业资格，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本招标项目日喀则市萨迦县扯休乡加琼村山洪沟治理项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目，已由萨迦发改【2019】49 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萨迦县人
3.3 本项目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民政府，
建设资金为国家投资，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 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详见招标文件中的资格审查条件，
只
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才有可能被授予合同。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3.4 投标人须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
2.1 项目名称：日喀则市萨迦县扯休乡加琼村山洪沟治理 档案；
项目
3.5 投标人须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备案通
2.2 标段划分及建设规模：
本次招标项目划分为一个标段： 过。
第一区，防洪堤 5 段，总长 2719.6 米，挡水墙 3 段，总长 349
4.招标文件的获取
米，山洪渡槽一座，谷坊 2 段，总长 40 米，拦沙坎 339.9 米；第二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2019 年 6
区，排洪渠 2 段，总长 459.21 米，挡水墙 3 段，总长 299.5 米，谷坊 月 18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10：30-12：
17 米，
及临时工程。
（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
30 时，下午 3：30-5：30 时，前往日喀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
2.3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国家投资，
已落实；
名。
2.4 建设地点：
日喀则市萨迦县；
4.2 凡有参加投标意向的投标人，请携带以下资料原件及
2.5 工期：4 个月（具体实施时间已签订施工合同日期计 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招标代理公司留存）到上述地点报
算）；
名：
2.6 工程质量要求：
合格；
（1）单位介绍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
3.投标人资格要求：
（被授权的委托人须是本公司员工）；
3.1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
（2）公司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副本、
安全生产许可证；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类似业
（3）拟投入本项目的建造师资质证书及其近三年完成的类
绩，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投标人 似业绩证明材料；
拟派建造师须具备相关专业贰级（含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4）拟派往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及四大员的相应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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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5）区外企业须提供《区外建设工程类企业资质登记证》
（6）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7）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行贿记录截图；
注：上述资料及证件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装订成
册并逐一加盖公章。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
00，
地点为日喀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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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水利网》、
《西藏商报》、
《日喀则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
萨迦县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
华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日喀则市雅喜阳光花园南 28 栋 3 号
联系电话：
0892-8844111
19908924515
联系人：
宋先生
华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1 日

萨嘎县加加镇(拓展区）山洪沟治理工程
工程招标编号：
SDZH-RKZZB-20190302
一、
招标条件

三、
投标人资格要求

萨嘎县加加镇（拓展区）山洪沟治理工程已由萨嘎发改

（一）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

【2019】99 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萨嘎县人民政府。招标代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建造师具有

理机构为山东中慧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 2019 年中

水利水电专业贰级（含贰级）以上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考核合

央水利发展资金，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格证书；
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含中级）以上职称。

现决定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
工程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项目名称：
萨嘎县加加镇(拓展区）山洪沟治理工程
（二）标段划分：
本项目共划分为一个标段；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保护 215 户、770 人及学校、幼儿园、
医院等机关单位，新建排洪道 3 处，总长 3635 米，其中 1#排洪道
长 2.005km，2#排洪道长 1.15km，3#排洪道 0.48km，新建公路涵洞
2 座、新建人行桥涵 5 座，新建导流提长 24m。
（详见施工图及工
程量清单）。
（四）招标范围：
（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五）资金来源及其落实情况：2019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资金已到位；
（六）建设地点：
萨嘎县加加镇；
（七）工期：
180 日历天；
（八）工程质量要求：
合格。

（二）本项目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
招标文件的获取
合格的投标申请人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至 2019 年 6 月 18 日，
每日 10 时 30 分至 12 时 30 分，
15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北京时间，
节假日除外）携带以下资料到日喀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
（一）单位介绍信、
法人授权委托书、
经办人身份证；
（二）企业资质证书副本、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企业须按水利厅藏水建【2017】73 号文件登录全国水

（六）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
（七）企业须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和西藏水利
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有相关信用信息录入情况。
（以上相关资料须提供原件备查并盖单位公章存档）
五、
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 年 7
月 3 日 15 时 30 分，
地点为日喀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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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公告同时在《西藏自治区水利网》、
《日喀则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http://ggzyjy.rkzszf.gov.cn）》、
《西藏商报》上发布。
七、
联系方式
招标人：
萨嘎县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
山东中慧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建立信用档案，并且要资料完整度在

地址：
日喀则市吉林南路江洛康萨小区 B 区 17 号

80%以上。

联系人：
柯女士

（四）拟承建本项目的建造师、技术负责人及其他人员的资

联系电话：
18011525334
山东中慧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格证书；
（五）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2019 年 6 月 13 日

武警某部营区基础设施整体建设工程设计招标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FZZB-XZ190516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武警某部营区基础设施整体建设工程设计招标
已具备招标条件，
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武警某部营区基础设施整体建设工程设计
招标设计。
2.2 设计招标内容及规模：新建营房 14341 平方米、配套完
善水、
电、
道路等附属设施，
该项目概预算及工程量清单计算。
2.3 设计要求：按照项目功能需要和国家相关标准，并结合
实际，
科学论证、
统筹规划，
合理确定项目建设规模和标准，
杜绝
贪大求洋、
铺张浪费。包括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概预算书、
施工
图设计（含室外景观、
室内装修设计）及现场服务。
2.4 计划工期：
设计合同签订后 20 日内完成初步设计；
初步
设计审查批准后 30 日内完成建筑施工图设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行业设计甲级（含甲
级）及以上资质，三年内（2016 年至今）具有类似项目业绩，并在
人员、
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其中，
投标人选派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二级注册建筑师（含二级）以上执业资格，并
具有设计内容所提到的项目设计经验。
3.2 其他专业设计负责人资格要求：建筑、给排水、电气、造
价专业负责人各 1 人，必须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为本单位
人员（项目负责人不得兼任专业负责人）。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详见招
标文件，
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才能参与竞标。
四.招标评选方式
本招标评选方式为综合评分法，包括技术标评选和商务标
评选。
五.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
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至柳梧新区军民路 1 号报名购买招标文件，待自检可
以接受招标文件要求后，
再自愿投标。
【原件查验、
复印件（介绍信及委托书需是原件）无线胶装成
册并逐一加盖公章】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本项目不接受邮寄等
其他非现场形式的报名）。
报名时应携带以下资料：
（1）单位介绍信；
（2）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被授权的委托人须是本公司员工，
且需提供近六个
月社保明细及缴费凭证）、投标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3）营业执照（没有三证合一的提供三
证）、资质证书、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4）企业近三年（2016 年
至 2018 年）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如公司成立不足三
年，则提供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
（5）企业近三年（2016 年 4
月至今）应至少独立完成过 1 个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提供
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等原件）；
（6）提供近三年内在信用中国、中
国裁判文书网、
（查询截止日在本项目招标公告之后，否则无

效）；
（7）拟派本项目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造价人员的有效
证件〔执业资格证书或职称证书、身份证复印件，上述人员近六
个月的社保明细及缴费凭证〕；
（8）区外企业需要提供主管部分
核发的备案登记证。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６.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地点为拉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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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3 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招标地点在
拉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准时开标，届时请参加投标的单位派
代表出席开标会。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西藏自治区建设网》、
《西藏商报》上发布。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
武警某部
联系人：
卢助理
联系电话：
18689094881
招标代理机构：
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拉萨市柳梧新区冈仁国际 10 栋 1101 号
联系人：
杨先生
联系电话：
18108914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