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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抽签公告

1.项目情况及范围

1.1 项目名称：东坡区正大 300 万只蛋鸡项目污水处理厂场外排

水工程

1.2 项目业主：眉山市永惠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3 工程地址：眉山市东坡区思蒙镇

1.4 工程概况及招标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2.项目情况简述

2.1 工程造价：预算价约¥4.9万元，竣工结算内容以实际施工为

准。

2.2 计划工期： 20 日历天，开工时间以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时

间为准。

2.3 招标人的总承包合同计价编制原则：采用 2020 年《四川省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配套文件。

2.3.1 业主与发包人（眉山市东岸建设有限公司）总承包合同价

（以下简称主合同价）：本项目预算价下浮 5%作为主合同价。

2.3.2 发包人与承包人（分包商）分包工程合同价（以下简称分

包合同价）：主合同价 x（1-下浮 12%）作为分包合同价。

2.4 工程价款支付：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与乙方进行工程结算，

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竣工结算价的 90%；质保期满后支付至专业分包

工程竣工结算价的 100%；以上甲方工程款支付时间以收到业主工程

款为前提。每次拨付工程款乙方需向甲方提供 9%增值税专用发票（如

不能足额提供，税差由乙方承担）。

3.固定价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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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固定抽签价：施工主合同价（业主与东岸建设有限公司签订

合同价）下浮 12%作为专业分包 固定价抽签。

3.2 分包人承担风险（包含但不限于）：实施中因业主取消部分

工程或减少部分工程量导致分包人利润的损失由分包人自行承担，因

此主动放弃实施作违约处理。

4.投标人资格及条件：

4.1 投标人资格及要求

4.1.1 投标人资格要求：要求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必须是已进入

招标人专业分包或总承包合格名录库的单位。

4.1.2资质要求：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4.2 投标保证金

4.2.1 投标保证金的交纳

1.5 1、投标保证金：¥0.12 万元（大写：壹仟贰佰元整），由

分包商基本账户转至招标人基本账户，转账时备注“东坡区正大 300

万只蛋鸡项目污水处理厂场外排水工程投标保证金”（项目名称可简

写，但必须备注），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06 月 02 日 14 时 30

分。

转入账户：眉山市东岸建设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11402MA62J01MX5

开户行及账号：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坡支行

账号： 88140120003837597

4.2.2 开标现场投标保证金交纳情况审核：开标当天投标人应携

带保证金缴费成功后打印的回执单至开标现场。

4.2.3 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https://baike.so.com/doc/26867131-28202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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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理流程：开标后未中标人到招标单位经营管理部办理退还

（无息退还）手续，5个工作日（所有投标单位资料提交齐全起算）

内自动无息退还投标保证金；中标人将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需按时补缴）。

2、提交资料：为了在规定时间内退还投标保证金请各投标单位

在开标时携带如下资料：

（1）投标人开具收到退还投标保证金收据；

（2）投标人开户许可证；

（3）缴纳投标保证金转款凭证。

4.2.4 有以下情形的没收投标保证金

①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

②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规定时间内，无正当理由拒签订合同

协议书或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内提交履约保证金。

③围标、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没收投标保

证金且投标单位及联系人三年内禁止参与招标单位投标及各种经营

活动合作事宜。

④严禁中标人将其承包的工程建设任务再次转包给第三人，若有

发现将没收保证金，有权收回工程，中标人进入招标人分包商名录库

黑名单，禁止参加招标人的各种经营合作事宜。

4.3 履约保证金的缴纳：¥0.12 万元（大写：壹仟贰佰元整），

由分包商基本账户转至招标人账户。

4.4 民工保证金：按照当地政府及招标人要求缴纳及办理。

4.5 工伤保险及危险作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建筑从业人员意外

伤害保险由发包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购买商业保险，费用由发包

人和中标人各自承担50%，中标人支付保险的费用包括在投标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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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招标文件的获取及投标文件

5.1 本工程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将于 2022 年 05 月 31 日前

在眉山市东岸建设有限公司门户网站上发布，各投标人自行下载。

5.2 各投标人请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有疑问，应及

时提出。

6.踏勘现场时间及联系人

6.1 现场踏勘时间：2022 年 6 月 2 日上午 10 时

6.2 联系人：冯先生（电话：134 3863 1809)

7.抽签报名截止时间及地点

7.1 抽签报名时间：2022 年 6月 2 日 14 时至 14 时 30 分。

7.2 报名地点：眉山市东岸建设有限公司会议室。

7.3 报名资料：

1 委托书（附法人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身份证明（格

式详见附件）

2 营业执照复印件

3 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4 安全生产许可证

5 以上资料需逐页加盖鲜章。

8.抽签时间及地点

8.1 抽签时间： 2022 年 6月 2 日 14 时 30 分。

8.2 抽签地点：眉山市东岸建设有限公司会议室。

8.3 若参与工程项目参加抽签报名的分包商只有一家，将不再组

织分包商抽签，视该家分包商为中标人；若本次招标流标，将在建设

公司名录库内选择管理水平高、技术实力强、资金实力雄厚的分包商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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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质量及其他要求

9.1 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工程质量与验收规范和标准要求，

并一次性达到合格标准（详见设计图及主合同要求）。

10.联系方式及电话

10.1联系人：韩先生

10.2电话：028-38336890

眉山市东岸建设有限公司

2022 年 0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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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双面复印件）

投标人： （盖单位鲜章）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亲自投标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此处粘贴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此处粘贴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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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致：眉山市东岸建设有限公司

本人 （身份证号码： ）系 的法

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单位 （身份证号码： ）为我单

位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的投标活动中，以我单位名义签署 （项

目名称） 标段投标文件，该代理人在该项目招投标活动中的一

切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均予以认可，代理权限至委托

事项完成时止。该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标人： (盖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委托代理人参加投标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此处粘贴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此处粘贴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此处粘贴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此处粘贴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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