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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易中心）玄武区月苑片区人防工程勘察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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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ANJ200376-02FG

1. 招标条件

        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建设项目玄武区月苑片区人防工程勘察已经立项部门批准建设（立项批文号：宁发改投资字[2020]305号）。工程所需资金来源国

有政府性资金：21360.20万元，其中财政性资金：21360.20万元，现已落实。本工程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

加投标。

         南京建宁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或招标人)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2. 项目概述与招标范围

        2.1 标段名称：勘察

        2.2 工程地点：玄武区红山街道

        2.3 工程类型： 大型工程

        2.4 建设内容及规模： 玄武区月苑片区人防工程项目新建地下三层人防工程，总建筑面积2.35万平方米，战时功能为二等人员掩蔽部和物资库，防护等

级为核6级、常6级，人员掩蔽部防化等级为丙级，物资库防化等级为丁级，平时功能为停车库及文化体育配套设施，总停车位约440个。

        2.5 勘察（检测）合同估算价：36.00万元（工程计费额按18716.00万元）

        2.6 勘察（检测）及相关服务范围：

              勘察（检测）范围包括：勘察（检测）范围包括：根据委托人提出的勘探要求，对本工程进行勘察，查明本工程区域范围内的地基岩土层分布规律及

不良地质现象，工程地质特征及其主要物理力学性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对场区和地基的稳定性作出评价，为拟建工程的地基基础、施工提供合理的方案和所需

的工程地质资料，勘察工作包括地质钻孔、取样、试验、材料收集整理、不良地质和软土分布路段应视查明地质问题的需要和对可能影响的情况扩大勘察范

围，施工过程中判岩、验槽等后续服务。协助招标人完成地质工程勘察报告的申报、审查等工作，最终取得符合国家现行规范要求的《勘察成果审查报告》及

加盖审查机构证章的勘察成果报告；满足施工图设计要求，配合工程设计和施工验收等相关后续服务工作。 (包含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与地质勘察有关的所

有服务和配合工作）。

              其它阶段相关服务的范围包括：无

        2.7 勘察（检测）服务期：20日历天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质等级及范围：无

        3.2 项目经理资质类别和等级：无

        3.3 本次招标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3.4 本次招标是否接受黄牌警示单位投标：否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之日止，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登录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njggzy.nanjing.gov.cn/njweb）购买招标文件。

        4.2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20/10/30

        4.3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100元，工具使用费最高100元，平台使用费最高100元

5. 资格审查办法

        5.1 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方法按照苏建招办（2014）8号文件及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执行。

        5.2 本工程按照苏建招办（2014）8号文件规定，资审合格的必要合格条件为：

                （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2）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3）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4）企业的资质类别等级和勘察（检测）负责人的资质等级满足招标公告要求；

                （5）以联合体形式申请资格审查的，联合体的资格（资质）条件必须符合要求，并附有共同投标协议；

                （6）具有与本工程相类似项目的勘察（检测）业绩。具体要求为：

                （7）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 评标方法

        本标段采用监理勘察设计综合评估法。

        6.1投标报价（满分65分）

6.1.1本工程勘察最高限价为：36万元

6.1.2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方法二：以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为A,最高投标限价为B,则:评标基准价=A×Q1+B×Q2,Q2=1-Q1,Q1的取值范围为

30%,35%,40%,45%,50%；Q1值在开标时由招标人（招标代理）随机抽取确定。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评标基准价的相应扣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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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算术平均值A时，若5≤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应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若有效投标文件≥7家，应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

低价。

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签字后,上述方法二的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复议以及其他任何情形而改变,但评标过程中的计算错误可作调

整。

投标报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评标基准价的，投标报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1%扣0.2分，投标报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扣0.1分，偏离不足1%

的，用插入法计算。

6.2企业业绩（满分4分）

投标人2017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21万元及以上房建类（不含厂房）工程勘察项目的，每提供一个业绩得2分，最多得4分（需提供勘察合

同，时间、金额均以合同为准，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扫描件为

准)。（企业业绩与项目负责人业绩不可兼得）(满分4分)

6.3项目负责人业绩（满分4分）

2017年1月1日（含）以来，项目负责人在本投标单位承担过单项合同勘察金额在21万元及以上的房建项目勘察（厂房除外）业绩且担任项目负责人，每

提供一个业绩得4分，最多得4分（需提供勘察合同，时间、金额均以合同为准，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扫描件为准)（企业业绩与项目负责人业绩不可兼得）。(满分4分)

6.4项目组人员及资历（满分10分）

(1)项目负责人（满分3分）

具有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证书同时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称得 2分，高级工程师职称 得 1 分，工程师职称得 0.5 分；项目负责人为工程地质

专业加 1 分；最多得 3 分。（提供注册证书、职称证书，专业以职称证书上专业为准，职称证书不能反映其专业的，以毕业证书为准，相关证明材料

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扫描件为准）。(满分3分）

(2)项目组人员配备及其他（满分7分）

①配备土木工程专业1名：具备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证书且具备高级工程师证书职称的得1分；同时具有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加1分，最多得2

分。（提供职称证书及注册证书，专业以职称证书上专业为准，职称证书不能反映其专业的，以毕业证书为准，相关证明材料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

扫描件为准）。(满分2分）

②配备工程测量专业 1 名，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 上得1分，工程师职称得0.5分；同时具备注册测绘工程师加1分，最多得2分；（提供职称证书及注册证

书，专业以职称证书上专业为准，职称证书不能反映其专业的，以毕业证书为准，相关证明材料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扫描件为准）。 (满分2分）

③配备水文地质专业1名，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及以 上 得1分，工程师职称得0.5分；具有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证书加1分，最多得2分。

（提供职称证书及注册证书，专业以职称证书上专业为准，职称证书不能反映其专业的，以毕业证书为准， 相关证明材料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扫

描件为准）。(满分2分）

④配备城市工程物探专业 1 名，职称为高级工程师及 以上得1分，职称为工程师得 0.5分，最多得1分；（提供职称证书，专业以职称证书上专业为准，

职称证书不能反映其专业的，以毕业证书为准，相关证明材料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扫描件为准）。(满分1分）

6.5勘察纲要（满分11分）

（1）项目概论、勘察目的与任务、勘察报告的内容组成、实施体系、勘察组人员配备及岗 位职责、勘察设备配备、勘察技术要求：项目概论、勘察目的

与任务、勘察报告的内容组成、实施体系、勘察组人员配备及岗位职责、勘察设备配备、勘察技术要求。(优：3；良：2.7；中：2.4；差：2.1；无：0)

（满分3分）

（2）工程重点、难点分析及建议 解决方案，特殊性岩土和不 良地质对工程的影响、查明 方法及处理措施：工程重点、难点分析及建议 解决方案，特殊

性岩土和不 良地质对工程的影响、查明 方法及处理措施。(优：2；良：1.5；中：1；差：0.5；无：0)（满分2分）

（3）现场安全生产措施及事故应急预案，现场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质量保证措施及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安全生产措施及事故应急预案，现场文明

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质量保证措施及质量管理体系。(优：2；良：1.5；中：1；差：0.5；无：0)（满分2分）

（4）勘察的工作方法、工作流程、 进度计划、确保勘察进度的控制措施：勘察的工作方法、工作流程、 进度计划、确保勘察进度的控制措施。(优：

2；良：1.5；中：1；差：0.5；无：0)（满分2分）

（5）施工现场服务计划和承诺、与业主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后续服务的人员安排及服务承诺：施工现场服务计划和承诺、与业主和其他相关部门的

协调、后续服务的人员安排及服务承诺。(优：2；良：1.5；中：1；差：0.5；无：0)（满分2分）

6.6企业信誉（满分2分）

投标人具备认证体系: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资料原件需

要投标人自行扫描至投标文件中，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得分）。(满分2分)

6.7拟投入的勘察设备（满分2分）

土工试验室条件：具有市级及以上建设主管部门认证的一类土工试验室得2分；具有市级及以上建设 主管部门认证的二类土工试验室得1 分；土工试外地

勘察单位与当地一类试验室签署合作协议的得0.5分；最高得2分。（相关证明材料以"e 路阳光"交易平台中的扫描件为准）。（满分2分）

6.8奖项（满分2分）

投标人自2017年1月1日以来，获得国家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家级勘察协会颁发的房建类（厂房除外）勘察奖项的，每提供一项得1分；获得省、市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市级勘察协会颁发的房建（厂房除外）勘察类奖项的，每提供一项得0.5分；限评2个项目，最高得2分（提供证书、勘察合

同，时间按证书上的颁发日期为准，同一工程项目按最高奖项计取，证明资料原件须投标人自行扫描至投标文件中，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此项不得

分）。（满分2分）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江苏建设工程招标监管网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本公告发布日期从 2020年10月9日16时5分到 2020年10月15日16时5分为止

8. 其他

        8.1、本工程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模式。投标人应该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招标文件载明的“网上开标大厅”网址，按系统提示完成开标流程。因投标人

自身设施故障或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完成投标的，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后果。

8.2、本标段实行电子招投标，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资格审查及评标所需材料录入“e 路阳光”交易平台，并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或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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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体内容详见资格审查文件或招标文件。

8.3、投标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工程勘察综合类资质甲级(含)以上或者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专业甲级（含）以上。

8.4、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及类别：具备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

8.5、潜在投标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8.6、投标人必须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与投标人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社保机构出具的近半年（2020年4月-2020年9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

老保险缴费证明材料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如果投标人是事业单位编制，请提供该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证明；若投标人

因改制等问题无法提供社保证明等情况，需提供由相关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已办理退休手续的项目负责人只需提供有效的劳

动合同、退休证明。投标人须将以上证明资料扫描上传至投标文件中，否则视为未提供，并将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补充说明：疫情期间执行国家、

省市相关政策。对投标社保缴费证明中出现投标人为项目负责人缴纳金额为0或者非到账状态等情况，应视为有效。）

8.7、资格审查时，若投标人或项目负责人是被红牌、黄牌警示的单位和责任人，并在警示期内，将作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红、黄牌警示信息均以南

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8.8、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市函〔2020〕334号文规定，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

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有效期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届满的，统一延期至2021年12月31日。

8.9、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南京地区投标，请您携带好本企业的相关资料到江东中路265号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先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手续。如未进行企

业信息登记，可能导致无法进场交易。

8.10、其它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9.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代理机构：南京建宁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35号 地       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江宁商城招商街121号

        邮       编：210000 邮       编：

        联  系  人：王处长 联  系  人：左扬娟

        电       话：18052002239 电       话：18795874801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农行竹山路分理处

        账       号： 账       号：10130401040012323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1423BCD6E0A846DFE053022819AC5DAF
http://njggzy.nanjing.gov.cn/njweb/wzdt/20180418/4086527f-7367-4ec8-89f5-7539b622f4c0.html
http://njggzy.nanjing.gov.cn/njweb/lxwm/20180418/d9519c04-9c52-4310-a52b-7222e7098a25.html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32010502010155
http://121.43.68.40/exposure/jiucuo.html?site_code=3201000077&url=http%3a%2f%2fnjggzy.nanjing.gov.cn%2fnjweb%2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