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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中船现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屋顶防水补漏工程改造

竞

争

采

购

公

告

招标人：镇江中船现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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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采购公告

项号 内 容 说明与要求

1 项目名称
镇江中船现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屋顶等防水补漏工程改

造

2 建设地点 镇江丁卯新区潘宗路 158 号

3 建设规模

1、仓库屋顶防水工程改造（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2、空压机房防水工程改造（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3、泵房防水工程改造（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4、电机联合厂房屋顶补漏（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5、机组联合厂房屋顶补漏（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窗沿补漏、小更衣室外墙补漏、厂房围墙堵洞修补）；

6、办公楼落水管更换。

厂房屋顶、窗沿补漏需要现场勘察，按维修面积报价；

4 承包方式

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并且包工包料、包工期、包

质量、包安全文明生产、包验收、包取证等为完成本工

程的一切相关工作。合作单位承担本工程质保期结束前

所有的风险。

5
质量标准及质

保期

一次性验收合格，本工程质量保质期为贰年。施工结

束后采购方组织由技术、生产、安环、价格审核办公

室及设施使用部门进行联合验收。在施工中如出现质

量问题，采购方将对合作单位进行处罚。

6
参与竞争

资质要求

资质条件：

企业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或建、构筑物维修、防水施

工资质。

7 工期要求 计划工期安排如下：15 日历天。

8 资金来源 资金已落实

9 报价有效期 365 日历天（从报价截止之日算起）

10
竞争采购公告

领取时间

参与竞争单位请于 2022 年 6 月 6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 12 时 00 分前领取竞争采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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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工保证金 无

12 踏勘现场
时间：自行前往踏勘

地点：镇江市丁卯新区潘宗路 158 号

13
竞争采购文件

提交方式
邮寄或当面递交。

14

竞争采购文件

提交地点及截

止时间

地点：镇江中船现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时间： 2022 年 6 月 20 日 12 时 00 分前，以收到时间为

准。

15 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女士

电话：0511-87050849

地址：镇江市丁卯新区潘宗路 158 号

16 报价范围

一、报价范围：

项目标示建设范围内描述的工作量：

1、仓库屋顶防水工程改造（分修补及整修报价，含落水

管更换、内墙涂刷）；

2、空压机房防水工程改造（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3、泵房防水工程改造（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4、电机联合厂房屋顶补漏（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5、机组联合厂房屋顶补漏（含落水管更换、内墙涂刷、

窗沿补漏、小更衣室外墙补漏、厂房围墙堵洞修补）；

6、办公楼落水管更换。

二、以上采购范围内的材料、堆放、机械进出场、（含施

工场地内施工便道）等及为完成本工程报价范围内的所

必须的技术、赶工、安全文明施工等一切措施。包括所

有按设计、工程规范要求、为取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所

需的任何检测及一切要求。

17
报价范围补充

说明

本部分内容对前述报价范围进行补充说明，对于已包含

在前述报价范围中，而本补充说明未详细列举或叙述的

工作，竞争单位应当全面履行。

1. 竞争单位需提供商务标及技术标，商务标需有总价、

分项报价、综合单价分析等。竞争单位为完成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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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发生的各项工作内容均需在报价中列明。

2. 本工程报价中包含材料的采购费用（含增值税）、运

至施工现场费用、卸货、堆放、保管、税金、保险（包

含竞争单位自身人员及设备险等。工程一切险由采购

方投保）。合作单位施工完毕后需配合检测单位进行

检测，并承担相应的配合工作，该费用计入报价中。

3. 竞争单位在报价前必须进行现场踏勘并了解现场场

地的现状，竞争单位需按现场踏勘的情况进行技术标

及商务标编制。

4. 施工现场封闭施工。

5. 合作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确保周围环境的安全，并

对遭到破坏的环境进行修复并对相应衍生的各种稳

定安全工作等承担一切责任，同时合作单位应及时解

决以上问题。以上所发生的费用由合作单位承担。

6.竞争单位的报价方式为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

包安全文明生产、包验收等为完成本工程的一切相关工

作。 本工程报价范围及其他说明等解释权归采购方所

有，采购方在报价截止前均接受竞争单位针对本工程技

术及商务方面的提问并及时做出解答。

7.本工程所有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手续办理及费用均由报

价人竞争单位承担，相关费用计入总价中。

8、本次报价价格组成采用形式：材料费+工时费+管理

费+税费。其中，材料费：材料单价*材料数量；工时费：

工时单价*工时，最终价格含所有一切费用。

18
竞争采购文件

组成要求

竞争采购文件分为报价函、报价商务文件、报价技术文

件等，具体要求如下：

1、报价函；

2、报价商务文件；

3、报价技术文件（包含各分项报价，具体施工方案说明，

具体材料）

4、包含①企业概况（公司简介、人员组成、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复印件上应写明与原件一致，加盖法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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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资质证明）；

5、竞争采购文件要求需采用非活页式装订成册，正副

本各一份。

6、上述资料我公司评审后将存档，不予退还。

19 履约保证 履约保证金金额：无；

20
工程款支付

方式

工程结束经验收合格，提供竣工资料齐全并经采购法档

案验收合格，合作单位开具发票后，采购方 30 日内以电

汇或承兑方式支付合同总价的 90%工程款；其余余款质

保期满（以本工程竣工验收起算两年）无质量问题一次

性付清（无息）。

21
工程变更及计

价原则

一、施工部分结算方式：

1、本工程为固定单价（综合单价）合同，施工过

程中不得随意增加。本工程如图纸范围内工程量发生

增减（采购方原因），则根据投标单价按实核算后履

行审批手续。

2、本工程措施费用单独列出并闭口包干，结算时

不作调整。并且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文

明生产、包验收等为完成本工程的一切相关工作。

二、本工程项目的合作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

完成增减工程项目，否则视同合作单位违约，并承担违

约责任。

三、上述工程设计变更涉及的相关费用在经采购方审核

后，办妥相关手续并签订补充协议后按照合同工程款支

付的要求进行支付。

22 违约责任

1、合作单位在合同期限延期一天按每日 1000 元进行罚

款，迟延交付超过 30 天的，采购方除要求合作单位承担

本条规定的违约金外，还有权聘请第三方与合作单位共

同完成施工工程，聘请第三方所产生的费用在采购方应

付工程款中直接扣除。

2、工程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合作单位应在收到采

购方通知后 5日内维修完毕，否则，采购方聘请第三方

产生的费用由合作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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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采购方损失由合作单位负责承

担赔偿。

23 争议的解决
1、 双方约定，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当事人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24 评分标准

总分 100 分，其中：

1.价格分 80 分，

有效最低报价为 80 分，其余报价每高出 1%扣 1 分。

2．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经验 20 分：

1）现场因素、施工技术实施及赶工措施。 0－6分

2）主要管理人员的配置及经验。 0-6 分

此项目所需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经理、项目总工

程师、施工类人员、 经济类人员、资料保管类人员。

3） 施工进度计划及工期承诺。 0-8 分

对施工过程中重要节点进行明确并书面承诺的.

25 重要声明

1、竞争单位一旦参与竞标，则视为竞争单位接受采购方

的竞争采购要求，并且竞争单位不以任何理由对采购

方做出的最终授标决定提出异议。

2、最终合作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其它资

质证书（原件）送采购方单位审核备案。

3、评审结束后，采购方书面通知合作单位，对未被选为

合作单位不再通知，我公司没有被未确定为合作单位

作出解释的义务。

4、竞争采购文件内容的填写除签名以外不得手写填写，

文件需用文件袋密封后在封面写明竞争采购项目名

称和参与竞争采购单位名称，封口加盖密封章。

5、凡不符合竞争采购公告要求或不按竞争采购公告要

求投递竞争采购文件的均视为作废文件。

6、具体建筑范围不限于招标书，施工分步开展。

镇江中船现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