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美具城脚等 3↑ 多鎮塘房等 27企村城多建没用地増減挫鈎項目

弓美具坂脚等 3今多鎮塘房等 27今村 減桂鈎

項目招林公告

1、 招林条件

本招林項 目■美具坂脚等 3今多鎮塘房等 27今村城多建没用地増減桂鈎項 目己由云国土資友
p018]249号批准建没,建投資金来自政府投資,資金己落実,招林人力島美具国土資源局 ,招林

代理机杓力云南方盛項 目管理各洵有限公司,項 目己完成前期工作,具各招林条件,現対核項 目的

施工逆行公升招林 ,特遂清有具有独立法人資格及相庄資格条件的潜在投林人参加投林。

2、 項 目概況与招林疱田

2.1、 項 目名称:弓美具坂脚等 3今多鎮塘房等 27今村城多建没用地増減桂鈎項目

2.2、 項 目編号:云方盛招字 【2018】 008号

2.3、 招林疱園:項 目区面釈 25.1956公 阪,其中折旧地快 25。 1956公 販,通述隻星預汁可新増

衣用地 25。 1861公 販 (耕地 22.5345公 願):

(具体招林茫曰iiF兄工程量清単及施工国妖所包合的全部内容 )

2.4、 項目預算投資:H30.85万元 (含其他項 目費 )

2.5、 十支J工期:360日 厠天。 (具体以合同釜汀力准 )

2.6、 工程反量要求:符合 《土地整理項 目唸 1文規程》 (TD/T1013… 2000)、 《土地升友整理項

目唸 1文規程》TD/T1013及 《工程施工反量唸 1文規疱》要求,一次性強 1文合格。

3、 項 目概況及招林茫田

項目区面秋 25。 1956公販,其中折旧地快 25。 1956公 販,通述隻星預it可新増衣用地 25。 1861公

坂 (耕地 22.5345公 頃):

(具体招林疱国iiF兄工程量清単及施工国妖所包合的全部内容 )

4、 投林人資格要求

4.1、 在中国境内注朋,具各独立法人資格。

4.2、 頒具有国家建没行政主管部日頒友的具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忌承包 全 象、水利水屯工程

施工恵承包 参 須及以上的任一資庚的施工企立:井在人員、没各、資金等方面具各相庄的施工能

力的独立法人企立;具各有敷的安全生声4可iI,似担任咳項 目負責人和寺取安全生声管理人員具

各相庄的安全生声考核合格iIギ 。

4.3、 財努要求:近三年 (2015年 -2017年 )径♯本単位寺並申汁机杓申汁的申汁報告及財努扱

表,包括資声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利潤表和財努申汁報告 (如公司成立不満三年的,提供成立后

的財努扱告及財努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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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投林人近三年 (2015年 1月 1日 至今,並須II明材料以竣工吋同力准 )完成井通述蛤 1文 的

1/1k以 上 (含 1今 )土地整治癸似工程或場地平整項 目 (中低声田地改造、高林准衣田建没、高数

市水灌漑工程、姻水工程、岐改梯工程、場地平整 )且単今合同中林倫在 500万元以上 (含 500万

元 )。

4.5、 信誉要求:投林人没有正受到責今停声、停立的行政処罰或正赴千財雰被接管、踪姑、破

声的状恣:投林人没有正受到停止或限制投林資格、暫拍或吊錆企立資反的行政処罰;投林人元達

法達規、不良履豹行力。

4.6、 項 目径理資格要求:似派往本項 目的項目径理須具各本単位注肝的 式 須注冊建造りT資格

和有敷的安全生声考核合格II事 (B II),且 未担任其他在建項 目的項目径理:項 目径理寺並力市

政公用或水利水屯寺並;項 目径理注冊iI事的注lll単 位須与投林単位名称一致 (II企相符),似派

的項 目径理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項目的項目径理,否スJ取消中林資格,且在今后実施述程中不允作

作任何更換 ,必頒長駐施工現場 ,井不得兼任其他項 目的管理人員。近三年 (2015年 1月 1日 至今 ,

立須II明 材料以竣工吋同力准)須具有癸似項 目施工立御 項以上 (含 1項 ,且単企合同中林倫 500

万元人民市及以上)。

4.7、 其他要求 :

(1)主要管理人員:技木負責人一名工程 llT及 以上取称 ,在今后実施述程中不允杵作任何更換 ,

必須検駐施工現場,井不得兼任其他項目的管理人員,井提供相庇社保iI明 ;

(2)似派主要人員,持有有敷II件的施工員 1人、願量員 1人 ,安全員 1人 ,材料員 1人 。在

招投林隣段、施工隣段未径招林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換,井提供相庇社保iI明 ;

(3)省外的企立需提供有数期内的入漠各案江或入漠企立基本信息登氾II。

4.8、 施工単位需出具近三年内元抱欠衣民工工資承堵。

4。 9、 施工単位庄承諾在項 目施工道程中 “按月足額支付衣民工工資和項 目実行人工費与其他工

程款分帳管理 "。

4.10、 信誉要求:近三年未曽友生施欠衣民工工資行力、被坪力不良信用単位或不良坪須施工

企立且未撤鏑不良坪徴的施工企立。

4.H、 投林人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重大税1気達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賄晋重達法失信行力

氾最名単的投林人 (以在 “信用中国"同靖 (www.creditchina.govocn)査 洵的信用氾景力准 )。

4.12、 本次招林不接受咲合体投林。

4.13、 資格申査方式:資格后申。

以上資格条件必頒同吋具各。有美 “栓査机美行賄犯罪梢案査洵結果告知函"的悦明:接高栓

院通知,自 2018年 8月 1日 起,全国栓察机美停止行賄犯罪梢案査洵工作。本項 目資格条件暫不

要求提供 “栓査机美行賄犯罪梢案査洵結果告知函 "。

5。、同上扱名及屯子招林文件荻取

扱名方式:現場扱名和国絡扱名 (同絡扱名兄 《屯子招林投林注意事項及要求》)(必頒現場

扱名和国絡扱名同吋逃行)(未通述両神扱名方式的投林人不能参埼投林 );



扱名注意事項 :1、 同絡扱名:前往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4楼 CA II事亦理赴亦理 CA IIE■ ,

登景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努系統進行日絡扱名。井同吋逃行1/mL場 扱名,現場扱名由申清人項

日径理持単位的授枚委托事及法定代表人iI明 事,法定代表人身分 IIE、 授杖人本人的身分江及本章
4.2条的要求到云南方盛項目管理各洵有限公司 (文 山市升化街道西山社区文渓蛉 10号 4楼 )扱名。

2、 未按要求亦理而声生的后果由投林人自負。 (亦理 CA江率的資料兄附件,屯子招林投林注意

事項及要求;将附件資料打印出来填写完成后帯往現場逃行亦理 CA IIF_事 ,也 可在文山州公共資源

交易屯子服努系統 (http:〃wsggzy.cn/)上 注朋 亦理 ,可各洵文 山 CA数 字 II事 送窄服努熱銭

0876-2152881 )

FL子招林文件的荻取 :

凡有意参加投林者,清千 2018年 12月 27日 至 2019年 1月 3日 17:30吋 (北京吋同,下 同),

登景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努系統 (同址 :http:〃wsggzy.cn/),先 企立数字II事 (USBKEY)
在日上荻取招林文件及其官招林資料 (招林屯子技木林文件,格式力*BZBJ);未亦理企立数字II

事 (USBKEY)的企立清前往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四楼亦理企立数字II事 (USBKEY),井 在

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雰系統 (httpツ7wsggzy.cn/))完 成注冊通述后 ,便可荻取招林文件。招

林文件 (含招林屯子技木林文件,格式力*BZBJ)供庄商下載使用。 (注冊亦理IIEギ 流程兄文山州

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努系統 (httpノ/wsggzy.cn/)服各指南或屯活各洵 (0876… 2152881)。

5.1、 未按要求亦理数字II事而声生的后果由投林人自負。

5.2、 1/mL場扱名:凡有意参加投株者,清千 2018年 12月 27日 至 2019年 1月 3日 (法定公休

日、法定市慨日除外),毎 日上午 8:30吋至 H:30吋 ,下午 14:30吋 至 17:00吋 (北京吋同 ,

下同),到云南方盛項 目管理姿洵有限公司(文 山市升化街道西山社区文渓蛉 10号 4楼 )扱名,由授

杖人 (授枚人必須力項 目径理 )持以下江件原件和加蓋単位公章的一套清晰彩色打印件或彩色隻印

件扱名 :

(1)法定代表人江明事及授枚委托事、法定代表人身分iI:企立菅立仇照 (原件 )、 資廣IIE事

(副本彩色隻印件 )、 安全生声汗可iIE(原 件 ):(3)項 目径理建造りTttlll江 原件、安全生声考

核合格II(B II)原件、身分iI原件、弄老保陰原件、芳功合同原件;(4)技 木負責人取称 II、

安全生声考核合格ilE(A II)原件:施工員、反量員,安全員,材料員仇立資格II原件、身分II原

件、弄老保陰原件、芳功合同原件;(5)、 企並及項 目径理癸似並須II明 原件,須附中林通知事

和合同切波弔或提供項 目己竣工馳 1文各案的江明材料;(6)提供近三年 (2015年 -2017年 )径ヨト本

単位寺並申汁机杓申汁的申汁扱告及財努扱表 (資声負債率不高千 90%),包 括資声負債表、損

益表或利洞表、現金流量表原件;(7)省 外的企立需提供有数期内的入漠各案II或入漠企立基本

信息登氾II原件:(8)施工単位出具的近三年元抱欠衣民工工資承諾原件;(9)近年友生的行政

赴罰情況説明:未受到行政赴罰僕倣悦明及真実性承堵即可,受到行政赴罰的頒提供行政姓罰情況

悦明 (附相美行政処罰通知等掏描件 )及真実性承堵 (原件);(10)投 林人未被列入失信被執行

人、重大税 1文 it_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殉晋重達法失信行力氾景名単的投林人 (以在 “信用中国 "

同靖 (wwwocrcditchina.gov.cn)査 洵的信用氾景力准 )到云南方盛項 目管理盗洵有限公司(文 山市升

化街道西山社区文渓峻 10号 4楼 )与工作人員扱名,合格者頷取招林文件、工程量清単 (屯子版 )、

施工国妖 (屯子版 )和亦理相美手数。途期不予亦理,井且祝力自劫放奔。

5.3、 招林文件毎套1文取工本費人民市:1200.00元 ,国須毎套1文取工本費人民市:3000.00元 ,

告后不退。

6、 保iIE金注意事頂

本項 目要求提供投林保II金力金万元整 (Y30000.00元 ):不 1文現金 ,用 公司基本敗声以銀行

特敗或屯ツ[方式提交,投林保II金数款単位名称必須和投林単位名称一致井注明項 目編号,保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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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帳載止吋同:2019年 1月 18日 16:00分 前,未按要求提交保II金的祝力放奔参埼此次招林活功。

(如投林人是以屯,E或同上銀行ツ[款的方式交納的投林保II金 ,可不用升具投株保II金牧据,在遡

交投林文件吋出具

'E款

先江,井在投林文件中提供ツE款免II夏印件即可 )

敗声名称:弓美具政各服努管理局 :

升声銀行:中 国建没銀行弓美具支行 ;

敗号:53001677636051003246-005■

咲系屯活 :0876¨ 7469801

交納載止吋同:以寺項敗声到敗吋同力准。

6.1、 投林保II金必須炊投林人的法人基本敗戸支J出 :

6.2、 投林保 iI金特敗収限屯ツE、 国銀方式,其他特敗方式祝力元放 :

6.3、 投林保II金提交裁止吋同力投林載止吋同,到敗吋同以保江金青用敗声実際到敗吋同力准 ,

未在投林裁止吋同前到敗的保II金元敷 :

6。 4、 本系統力全屯子化交易平台,不支持銀行存現提現立努。

6.5、 跨行特敗事項提醒 :

(1)按照人民銀行相美規定,跨行轄敗在工作日下午 4点半前亦理手数 ,可 以保IIE実吋跨行到
敗 :

(2)跨行轄敗尽量采用屯ツE方式。

6.6、 保II金碗汰: “碗決投林保II金 "模映用千投林人対投林保 iI金在交納裁止吋同前逆行碗
決,及吋友現処理各紳昇常情況,避免因力保IIE金同題在升林吋造成投林失敗。 操作悦明如下 :

(1)逃入投林子系銃,点書早航桂 【投林保ifE金 】模映内子菜単 【碗決投林保II金 】,逃入列

表頁面,投林人可捜索自己需要碗決保IIE金的林段,点書 【碗快】按祖,即可逆入 “投林保II金碗
決 "頁面。

(2)在 “投林保iI金碗汰 "頁面,系統会塁示投林人自己交退保II金銀行往来款氾景。如果企
立投林保II金炊基本敗戸按吋、足額特出成功后,在 “銀行来款氾景 "列表赴会塁示 “己郷定 "。

(3)投林人点書右上角 【碗決】按祖,即可逆行保 iI金碗決操作。

注:提交吋需使用数字IIギ釜名,清在提交吋括入数字iIE事。

7、 打印保江金交納回執

保江金交納碗決成功后,碗決状恣会長示 “己碗決 "。 点書 【回拭】,即可逃行打印回抗操作。

保II金交納回仇需加孟単位公章后,上倍至屯子投林文件。

8、 保iI金退述

(1)未中林投林人的投林保iI金在中林結果公示期満后 5今工作日 (市仮日順延 )先由代理公

司提出退逐申清,交易中心申核通述后銀行自功退逐。



(2)中 林人的投林保IIE金在釜汀合同井送交交易中心各案后 5企工作日 (市恨日順延)行由代

理公司提出退述申清,交易中心申核通述后銀行自劫退述。

(3)流林項 目径項 目行政主管部 1可 碗決后 5今工作日,内 由投林人先提出退逐申清 (申清理由:

項目招株失敗),交易中心申核通述后銀行自劫退逐。

(2)中 林人的投林保II金在釜汀合同井送交交易中心各案后 5今工作日 (市慨日順延)行由代

理公司提出退逐申清,交易中心申核通述后銀行自功退逐。

(3)流林項 目径項 目行政主管部「可晩決后 5今工作日,内 由投林人先提出退逐申清 (申清理由:

項目招林失敗),交易中心申核通述后銀行自劫退述。

9、 屯子投林文件的通交

9.1、 。屯子投林文件遡交的裁止吋同 (投林裁止吋同,下同)力 2019年 1月 21日 15吋 00分 ,

地点:弓美具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升林庁。 升林吋同:2019年 1月 21日 15吋 00分 。

屯子投林文件的遡交:投林文件逃交的載止吋同 (投林載止吋同,下同)2019年 1月 21日 15

吋 00分。

同上遠交:同上遠交同址力 :httpノ/wsggzy.cn/,供庄商須在投林裁止吋同前完成所有投林文件

的上倍屯子投林文件 (*BTBJ),同 上碗決屯子釜名,井打印 “上倍投林文件回執",投林裁止吋

同前未完成投林文件倍輸的,祝力未按要求提交。

9.2、 .屯子投林文件f/1数

以光盆形式提交包含投林文件全部内容的屯子投林文件 3分。光盆内附屯子投林文件 (格式力 :

*BTBJ,井 同吋提供加蓋公章的 Word tt PDF文梢格式屯子投林文件),如有祝頻国妖文件格式力

(*BTBJ(国 妖文件 )、
*BTBJ(祝頻文件)),投林人需将所有格式的屯子文件一同刻最逃光盆。

同上逃交 EL子投林文件后,述頒到升林現場逓交亥J最投林文件的光猛 (光盤内亥J景 屯子版投林

文件,格式力.BTBJ,井 同吋提供加蓋公章的屯子文梢格式屯子投林文件),地点:弓美具公共資

源交易中心升林室,途期送速的或者未送速指定地点的投林文件 (光猛),祝力未按要求提交。

咳項 目力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努系銃項 目,坪林吋采用屯子坪林。

10、 .技木支持

咲系方式 :

屯子投林文件制作及上倍技木支持屯活 :400-9618-998 QQ:4009618998

地址:文 山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四楼 412室 (文 山市隼尤西路 2号 )

供庄商可到云南省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各系銃同Jil(http:〃 www.ynggzyxxogovocn)点 書 【在銭

培切|】 按祖逃行 “屯子投林文件制作及上倍 "的学コ。也可登最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服努系銃

(http:〃 wsggzy.cn/)逃 入 【学コ国地】的招投林学コ区,下載祝頻逃行学コ。

11、 升林吋同及地点

升林吋同:2019年 1月 21日 15吋 00分

升林地点:弓美具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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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友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林公告千 2018年 12月 27日 己在 “中国来賄与招林同 "、 “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屯子

服努系統 "、 “弓美具人民政府同友布",我公司対其他同靖或媒体特裁的招林公告及其内容不承
担任何責任。

13、 咲系方式

招林 人:弓美具国土資源局

地 址:弓美具城

咲系 人:康工

屯 活 :17708765680

招林代理机杓:云南方盛項目管理姿洵有限公司

地 址:文山市升化街道西山社区文渓蛉 10号 4楼

咲系人:秦崇埋

屯 新書: 13987063126

倍 真:0876-262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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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林扱名函
云南方盛項 目管理各洵有限公司 :

我公司己炊文山州公共資源交易同下裁招林文件屯子稿,井将按照招林文件規定的投林載止吋
国内参埼投林。

項 目編号

項 目名称

所投林段

投林人全称

投林人升声銀行

投物や人 t艮 行)K号

法人代表姓名

法人代表身分ilttF―l

咲系人

咲系屯活

倍真

:「・夕t

屯子由「箱

清如実填写本表,井附加孟公章企立法人菅立lyt照 副本夏印件、狙須机杓代 F―liI隻 印件、升

戸斉可II及法人代表身f/tiI夏 印件等資格申査資料千扱名載止吋同前送至云南方盛項 目管理姿洵

有限公司(文 山市升化街道西山社区文渓蛉 10号 4楼 )。

投林人 (蓋章):

年 月 日

注目扱名函所投椋段必須崎詢皮文件所投椋段一致口如不一致投椋元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