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关至都龙口岸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马关至都龙口岸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开

展前期工作，招标人为文山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天行健

国际招标（北京）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 

2.1 项目概况 

（1）路线走向 

路线起于马关县西侧，顺接文山至马关高速，设置马关互通立交通过连接线

与城镇联接，路线向南布设至水井边，设置 850m 隧道穿越山脊，经过马关县小

兴煤矿路线转向东南布设，至桐子圆西南设枢纽式互通立交与拟建河口至马关高

速联接，之后路线继续向东南布设，经小水井、油菜地、牛龙山至独脚寨南侧设

置 1660m 隧道穿越老鹰地山至麻栗山，经三家至坝脚南侧设置 3970m 隧道穿越

山脊，经河头至下寨路线转向东布设，于独地东侧设置 1860m 隧道穿越山脊至

大马郎于大马郎东侧设置 1200m 隧道穿越山脊后设置连续刚构(76m+130m+76m)

跨越白河河谷，路线经过大寨后转向南布设，至上波龙东北侧设置都龙互通立交

通过连接线与城镇联接后路线继续向南布设，经坝滩至旧里水头北侧设置 1250m

隧道穿越山脊至翁万西侧，设置 1250m 隧道穿越山脊至大新寨后路线继续向南

布设，终点止于茅坪设置互通立交与城镇联接。全长 40 公里，全线位于马关县

境内。 

（2）主要控制点 

马关县、都龙镇、都龙口岸。 

（3）立交情况 

马关立交、河马高速枢纽立交、都龙立交、茅坪立交。 

（4）匡算投资 

路线全长 40 公里，匡算投资 76 亿元。 

2.2 招标内容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包括方案设计、路线正线、联接线及所有比选

方案、必要的地质勘探及估算文件编制）、协助审查并完成报批。 

2.3 标段划分 



本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 

2.4 编制周期 

按照 2010 年交通运输部《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的

规范和要求，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60 天内向招标人提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送审稿，经有关部门评审后 30 天内完成报告修改。 

2.5 质量要求 

提供规范、科学、合理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应符合

《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的要求，在 10000 分之一地形图

上给出路线平、纵指标，且顺利通过主管部门的评审和咨询并最终取得批复文件。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为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且

合法存续；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并列入公示名录[且工程咨

询专业必须包含“公路”，工程咨询服务范围必须包含“项目咨询”]；近三年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至少完成过于 2 条且里程均在 40 公里（含 40 公里）

以上的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业绩；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04 月 08 日至 2021 年 04 月 14 日 17:00 分

前，凭企业数字证书（CA ）进入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http://wsggzy.cn），进行网上报名[投标人办理数字证书（CA）详见其办理流

程]，报名成功后便可获取电子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 



注：招标文件费每个标段为人民币壹仟元整，逾期不售，售后不退。投标人

网络获取招标文件成功后，需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办理付费相关事项，联系方式：

0871-63305801，否则视为报名不成功，其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05 月 07 日

 9 时 00 分。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方式：投标人须同时网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和现场递交

刻录图纸文件的电子光盘，只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或只递交图纸文件电子光盘的，

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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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所有电子投标文件（格式为*.BTBJ）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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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未按要求提交。 

现场递交：网上递交投标文件后，投标人还须携带用于加密的数字证书（C

A）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厅一（文山市华龙北路 2

号新业务用房 4 楼）递交刻录图纸文件（格式为*.BTBT）电子光盘一份。逾期

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光盘），视为未按要求提交，招标人将

拒绝接收。 

6.3 技术支持：由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电话：0876-2123578 2189885；010-86483801，QQ：4009618998。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云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上发布，招标人及招标代

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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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文山市腾龙北路畅林苑小区 

联系人：刘工 

电  话：0876-2686991 

 

招标代理机构：天行健国际招标（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科光路 42 号金钻中心 10 楼 

联系人：曾工、杨工 

电话：0871-63305801 

  



追栗街至德厚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追栗街至德厚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开展

前期工作，招标人为文山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天行健国

际招标（北京）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 

2.1 项目概况 

（1）路线走向 

路线起于文山市追栗街镇白石岩村北侧，设置枢纽式互通立交与在建文山至

麻栗坡高速联接，路线向东北布设至追栗街镇，设互通立交接文天二级公路之后

路线继续向北布设，经科麻栗、大新寨、马鹿塘、大石盆、合掌箐至白石岩（砚

山县）设置枢纽式互通立交与在建蒙文砚高速联接，之后路线向西布设，经三合、

路那革、拖白泥至卡作后路线向北继续布设，至秉烈彝族乡设置互通立交通过连

接线与城镇联接，之后路线向西布设至红甸回族乡设置互通立交通过连接线与城

镇联接。之后路线继续向西布设，经平坝寨、小耳朵、老坞海后路线止于云峰北，

设置枢纽式互通立交与平远至文山高速联接。路线全长 85 公里，全线位于文山

市、砚山县境内。 

（2）主要控制点 

白石岩、追栗街镇、秉烈彝族乡、红甸回族乡、云峰。 

（3）立交情况 

文麻高速枢纽、追栗街立交、蒙文砚高速枢纽、秉烈立交、红甸立交、天文

高速枢纽。 

（4）匡算投资 

路线全长 85 公里，匡算投资 153 亿元。 

2.2 招标内容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包括方案设计、路线正线、联接线及所有比选

方案、必要的地质勘探及估算文件编制）、协助审查并完成报批。 

2.3 标段划分 

本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 



2.4 编制周期 

按照 2010 年交通运输部《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的

规范和要求，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60 天内向招标人提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送审稿，经有关部门评审后 30 天内完成报告修改。 

2.5 质量要求 

提供规范、科学、合理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应符合

《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办法》的要求，在 10000 分之一地形图

上给出路线平、纵指标，且顺利通过主管部门的评审和咨询并最终取得批复文件。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为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且

合法存续；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并列入公示名录[且工程咨

询专业必须包含“公路”，工程咨询服务范围必须包含“项目咨询”]；近三年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至少完成过于 2 条且里程均在 40 公里（含 40 公里）

以上的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业绩；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04 月 08 日至 2021 年 04 月 14 日 17:00 分

前，凭企业数字证书（CA ）进入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http://wsggzy.cn），进行网上报名[投标人办理数字证书（CA）详见其办理流

程]，报名成功后便可获取电子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 

注：招标文件费每个标段为人民币壹仟元整，逾期不售，售后不退。投标人

网络获取招标文件成功后，需联系招标代理机构办理付费相关事项，联系方式：

0871-63305801，否则视为报名不成功，其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1 年 05 月 07 日

 9 时 00 分。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方式：投标人须同时网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和现场递交

刻录图纸文件的电子光盘，只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或只递交图纸文件电子光盘的，

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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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所有电子投标文件（格式为*.BTBJ）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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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未按要求提交。 

现场递交：网上递交投标文件后，投标人还须携带用于加密的数字证书（C

A）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厅一（文山市华龙北路 2

号新业务用房 4 楼）递交刻录图纸文件（格式为*.BTBT）电子光盘一份。逾期

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光盘），视为未按要求提交，招标人将

拒绝接收。 

6.3 技术支持：由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电话：0876-2123578 2189885；010-86483801，QQ：4009618998。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云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文山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上发布，招标人及招标代

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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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文山市腾龙北路畅林苑小区 

联系人：刘工 

电  话：0876-2686991 

 

招标代理机构：天行健国际招标（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科光路 42 号金钻中心 10 楼 

联系人：曾工、杨工 

电话：0871-63305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