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建设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境内。 

2、项目规模：石林至泸西高速公路（红河段）主线起于红坡隧道进口，昆

明市石林县下部龙村东侧，接项目昆明段止点 K27+100 处，止于红河州泸西县逸

圃，设逸圃枢纽互通与在建泸西至弥勒高速公路 K33+100 处相接，立交预留远期

泸西至丘北高速公路接线条件，路线全长 24.107 公里。 

该段工程分别在午街铺、泸西、逸圃 3处设互通式立交。同步建设午街铺连

接线 2.21 公里、泸西连接线 2.433 公里。 

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 26

米；午街铺连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 12

米；泸西连接线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 23 米；

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 

 

 

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试验检测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ZXJC1 

应同时满足： 

（1）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公

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

质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

书》公路工程综合甲级资质，且授予检测项目及参数中包含桩基、

隧道的相关检测内容。 

（2）具有国家或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CMA 认证

证书《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且 CMA 证书附表中必须包含相应内容。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条件） 

 

标段 财 务 要 求 

ZXJC1 投标人在近三年内，每年营业额应不小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注：近三年指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条件） 

 

标段 业 绩 要 求 

ZXJC1 

投标人最近 5年（2012 年至今）完成过 2个单个合同总价不

小于 300 万元的高速公路试验检测（桩基专项检测或隧道专项检

测（隧道专项检测包括隧道地质超前预报或隧道监控量测或隧道

质量检测））服务工作。 

注：1. 近五年指 2012 年至今，以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中载明的时间为准。 

 

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条件） 

 

标段 信 誉 要 求 

ZXJC1 

应同时满足： 

1.投标人近五年没有正受到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或正

处于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2.投标人近五年没有正受到取消投标资格的行政处罚； 

3.投标人近五年没有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或涉及正在诉讼

的案件但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不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4.投标人近五年未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名单； 

5.投标人最近一年在“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局网站”公

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信息系统查询结果未被评为 C、D级； 

6.投标人近五年未列入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目录名单（投

标人、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行贿犯罪记录由

各投标人自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告知函原件按招标文件要求附

于投标文件中）。 

注：近五年指 2012 年至今。 

 

 

 

 

  



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条件） 

人员 标段 数量 资 格 要 求 备注 

项目负责人 ZXJC1 1 
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持有交通运输部

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工程师（材料专业

或桥梁专业或隧道专业或公路专业或道路专

业或桥梁隧道专业）资格证书；有 5年以上

试验检测工作经历。 

 

技术负责人 ZXJC1 1 

隧道专业检测工

程师 
ZXJC1 1 

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持有交通运输部

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工程师（隧道专业

或桥梁隧道专业）资格证书；有 3年以上试

验检测工作经历。 

 

桥梁专业检测工

程师 
ZXJC1 2 

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持有交通运输部

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工程师（桥梁专业

或桥梁隧道专业）资格证书；有 3年以上试

验检测工作经历。 

 

检测员 ZXJC1 6 

初级或初级以上职称；持有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员证书；从

事试验检测工作 2年以上。 

 

注：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任职于两处或以上工地试验室。 

2.发包人可根据工作需要要求承包人增加试验检测工程师或试验检测人员，对此承包人

不得拒绝，由此增加的费用视为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另行支付。 

  



附录 6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仪器、检测设备及办公设备最低

要求） 

序号 仪器、设备规格名称 型号、规格、功率或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试验仪器     

1 TSP 探测设备 TSP 超前探测仪器 套 1  

2 红外探水仪 探测距离≦30米 台 1  

3 数字式超声波检测仪 

所采用的超声波检测仪应符合《公路工
程基桩动测技术规程》（JTG/T 
F81-01-2004）的要求，包含信号放大
器、数据采集及处理存储器、径向振动
换能器等。 

套 2  

4 混凝土钻芯设备 

额定最高转速不低于 790r/min，转速
调节范围不少于 4档，额定配用压力不
低于是 1.5MPa 的液压操纵的钻机，钻
取混凝土芯样直径为 110mm。 

套 1  

5 地质雷达 
SIR 系列地质雷达（SIR-Ⅱ、2000 或
3000）或 RAMAC/GPR 地质雷达。 

套 2  

6 超声仪 
仪器系统频带 10KHz～2MHz、检波器谐
振频率 100KHz～200KHz、采样频率不
低于 500KHz。 

台 1  

7 隧道断面仪 
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并满足试验检测
的需要。 

台 1  

二 办公设备     

1 计算机 
主频在 2.0G 以上，内存 4G 以上。可运
行公路方面的应用软件 

台 1  

2 笔记本电脑  台 2  

3 笔记本电脑 带专项检测分析软件 台 3  

4 打印复印一体机 激光打印机，可打印复印 A3，A4 纸张 台 2  

5 喷墨打印机 可打印A4纸张、照片 台 1  

6 传真机  台 1  

7 数码照相机 不低于 1200 万像素 台 2  

8 数码摄像机  台 2  

三 交通设备     

1 交通车辆 越野车 辆 1  

2 交通车辆 皮卡车 辆 2  

注：主要仪器、检测设备、办公设备及交通设备由检测机构配置，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上要求。 

  



红河州石林至泸西高速公路（红河段）隧道和桩基专项检测招标 

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4.1 
第一信封 

初步评审 

（1）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和要求编制，字迹清晰可

辨； 

（2）投标文件（正本）按招标文件规定加盖投标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姓名，未使用签名章代替； 

（3）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形式、时限和要求提交了投标保证金； 

（4）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供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书（如有）、

公证书； 

（5）服务期、工程质量目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6）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限； 

（7）投标人未以他人名义投标、未与他人串通投标、未以行贿手段谋取

中标，以及未弄虚作假； 

（8）投标文件未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其他条件（包含招标公告 3.3 条、

3.6 条载明的情况）。 

5.1 
第一信封 

资格审查 

（1）投标人的资质等级符合“投标人须知”附录 1 的规定； 

（2）投标人的财务符合“投标人须知”附录 2 的规定 

（3）投标人的业绩符合“投标人须知”附录 3 的规定； 

（4）投标人的信誉符合“投标人须知”附录 4 的规定； 

（5）投标人的人员符合“投标人须知”附录 5 的规定； 

（6）投标人的主要仪器、检测设备及办公设备符合“投标人须知”附录

6 的规定。 

6.1 

第一信封合

同条款响应

性评审 

（1）投标人应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划分原则，未提出新的风险划分

办法； 

（2）投标人未增加招标人的责任范围，或减少投标人义务； 

（3）投标人未提出不同的计量、支付办法； 

（4）投标人未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提出异议； 

（5）投标人对合同条款没有重大偏离； 

（6）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实质性要求。 

6.2  
第一信封技

术文件评审 

评审因素                                               评分值 

（1）投标文件第一信封（技术及商务文件）：                 40 分 

a. 实施方案（工作大纲）                                   40 分 

6.3  
第一信封商

务评审 

评审因素                                               评分值 

（2）投标文件第一信封（技术及商务文件）：                 50 分 

b. 人员配备                                              25 分 

c. 业绩                                                  20 分 

d. 信誉                                                   5 分 

续上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6.4.1 
第二信封 

初步评审 

（1）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中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字、投

标人的单位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2）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工程量固化清单，填

写完毕的工程量固化清单未对工程量固化清单电子文件中的数

据、格式和运算定义进行修改。 

（3）投标人在报价函上填写了投标总价（包括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

投标报价（总价和各子目单价（如有））均不高于招标人公布的最

高投标限价，且报价唯一； 

（4）投标工程量清单中的投标报价和投标函大写金额报价的差值与投

标函大写金额相比的百分比，其绝对值小于等于 1％。 

6.4.2 
第二信封 

详细评审 

评审因素                                         评分值 

（3）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与工程量清单）：           10 分 

e. 投标报价                                               10分 

9 评标结果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数为前三名（若不足三名，则选取相应数量） 

 



评审因素与评分值 

序

号 
评审因素 

评审因素

评分值 

各评审因

素细分项 
分值 评分标准 

a. 

实施方案

（工作大

纲） 

40 分 

实施方案

（工作大

纲） 

40 分 

a、实施方案（工作大纲）合理、具体，具有针对

性，切实可行，得 35～40 分； 

b、实施方案（工作大纲）较合理、具体，针对性

一般，基本可行，得 25～35 分（不含 35分）； 

c、实施方案（工作大纲）合理性差，不具体，针

对性差，得 24分。 

b. 人员配备 25 分 

项目负责

人 
5 分 

基本得分，3分： 
项目负责人满足资格审查条件要求时得 3分。 
加分，2分： 
①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加 1分； 
②项目负责人有高速公路试验检测服务工作的项
目负责人业绩的（并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加 1
分。 

技术负责

人 
5 分 

基本得分，3分： 
技术负责人满足资格审查条件要求时得 3分。 
加分，2分： 
①技术负责人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加 1分； 
②技术负责人有高速公路试验检测服务工作的技
术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业绩的（并提供业绩
证明材料），加 1分。 

试验检测

工程师 
10 分 

基本得分，6分： 
试验检测工程师满足资格审查条件要求时得 6
分。 
加分，4分： 
a.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每人加 1 分，此项最
多加 2分； 
b.每增加一个满足相应条件的试验检测工程师加
1，此项最多加 2分。 

检测员 5 分 

基本得分，3分： 
检测员满足资格审查条件要求时得 3分。 
加分，2分： 
具备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的，每人加 1 分，此项
最多加 2分。 

c. 业绩 20 分 业绩 20 分 

基本得分，12 分： 
业绩满足资格审查条件要求时得 12分。 
加分，8分： 
每增加一个满足资格审查最低要求的业绩加 2
分，此项最多 8分。 

 



续上表 

评审因素与评分值 

序

号 
评审因素 

评审因素

评分值 

各评审因

素细分项 
分值 评分标准 

d. 信誉 5 分 信誉 5 分 

a、满足资格审查最低要求的得 3分； 

b、查询《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局网站》公路

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信息系统，最近一年企业

信用评价结果等级为 AA级的加 2分，为 A级的加

1 分，为 B 级的不加分。尚无信用评价的企业不

加分。 

e. 投标报价 10 分 投标报价 10 分 

评标基准价计算： 

通过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

初步评审的报价为有效报价。评标基准价等于所

有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当有效报价大于等于

5 家时，计算评标基准价时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

最低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计算： 

当投标报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每高于评

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扣 0.5 分，每低于评标基准

价一个百分点扣 0.3 分，中间值按比例内插，四

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用公示表示如下： 

 

式中：F1——投标人报价得分 

F——投标报价得分所占的百分比权重F=10 

D1——投标人的投标报价； 

D——评标基准价。 

若D1≥D，则E=0.5；若D1＜D，则E =0.3。投

标报价得分最低为0分。 

补充的其他内容： 

综合得分计分原则： 

①综合得分为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得分与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得分之

和； 

②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评分由评标委员会成员独立评分、汇总并署名。此两项评分为

去掉一个最低得分及一个最高得分后的算术平均值。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③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得分应按评分标准规定直接计算，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

保留两位小数。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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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为规范本项目隧道和桩基专项检测评标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国家发改委第七部委2001年第12号

令）（2013年4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并结合本项目招标文件，制订本评标办法。 

1.2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1.3  评标活动应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评标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不得和投标人串通，不得泄露与评标活动有关的情况，不得索贿受贿，不得参加可

能影响公正评标的任何活动。评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干扰评标工作，不得采用行贿或

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评标。 

1.4  本工程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 

2．评标组织及职责 

2.1  评标委员会组成 

招标人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从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中

随机抽取的评标专家 5 人组成。评标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应由评标委员会推举产生

一名主任评标委员，负责协调、组织评标委员会成员开展评标工作。 

2.2  评标委员会职责 

（1）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资格审查； 

（2）确定评审需澄清、核实的内容； 

（3）进行商务、技术和报价的详细评审； 

（4）综合评分并推荐中标候选人； 

（5）建议是否重新招标； 

（6）完成书面评标报告提交招标人。 

3．评审程序 

3.1  评标准备 

评标委员会开始评标工作之前，必须首先认真研读招标文件；招标人应当向评

标委员会提供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和评标所需的其他重要信息与数据，协助评标委

员会了解和熟悉招标工程的如下内容： 

（1）招标项目的工程规模、标准和工程特点； 

（2）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 

（3）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与评标有关的内容。 

3.2  评审程序 



（1）初步评审； 

（2）资格审查 

（3）详细评审； 

（4）投标文件的澄清； 

（5）综合评分； 

（6）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评审； 

（7）推荐中标候选人； 

（8）编写评标报告。 

4．第一信封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首先对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进行

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理。通过初步评审的标准见“评

标办法前附表”。 

5．第一信封资格审查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的资

格进行审查，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理。通过资格审查的标准见“评

标办法前附表”。 

6．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初步评审、资格审查的投标文

件从实施方案、项目管理机构、管理水平以及投标人以往试验检测业绩等方面进行

详细评审，并对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分别评审打分。技术、商务分值分别为 40 分、

50分。 

6.1 第一信封合同条款响应性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评审的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进行

合同条款响应性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理。通过合同条款响

应性评审的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6.2 第一信封技术文件评审 

技术评审主要内容和分值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6.3 第一信封商务评审 

技术评审主要内容和分值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通过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评审的投标人少于 3个的评标委员会可以

否决全部投标；未否决全部投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在评标报告中阐明理由。招



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程序进行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开标，

但评标委员会在进行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评审时仍有权否决全部

投标；评标委员会未在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评审时否决全部投标

的，应当在评标报告中阐明理由并推荐中标候选人。 

6.4 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评审 

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评审结束后，招标人将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第 5.1 款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对通过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评审的投

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进行开标。未通过第一信封（商务和技

术文件）评审的投标人的第二信封不予开启，于开标现场退回投标人。只有通过前

述初步评审、资格审查、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才能进入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

清单）评审。 

6.4.1投标人通过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初步评审的主要条件：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第一个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评审的投标人的第二信封

（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

理。通过初步评审的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6.4.2投标报价得分计算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初步评审的投标人的有

效报价进行投标报价得分计算，投标报价分值为10分。 

（1）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初步评审的投标人的有

效报价计算出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计算方式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投标报价得分计算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的有效报价计算出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得分计算方式

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7．投标文件的澄清 

（1）除按本办法规定的重大偏差外，投标文件存在的其它问题应视为细微偏差。

为了有助于投标文件的审查、评价和比较，招标人可书面通知投标人澄清或说明其

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或要求补充相应资料或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对此投标

人不得拒绝，否则，作废标处理。 

（2）有关澄清、说明和补正的要求和回答均以书面形式进行，但招标人和投标

人均不得因此而提出改变招标文件或投标文件实质内容的要求。投标人的书面澄清、

说明或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招标人不接受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主动澄清、说明和补正。 



8．综合得分 

各投标人的综合得分等于投标文件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评分与投标文

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评分之和。第一信封（商务和技术文件）评

分为评审委员会各成员相应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 

9．推荐中标候选人 

9.1 根据综合得分由高至低排序，每个标段推荐得分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并依次推荐出第二中标候选人及第三中标候选人。若综合得分相等时，投标报价低

的优先；若投标报价也相等的，按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排序，较前的投标人优先。 

9.2同一投标人同时对红河州石林至泸西高速公路（红河段）施工监理服务或第

三方试验检测或隧道和桩基专项检测投标的，只允许中1个标段，按下述原则确定： 

评标工作按施工监理服务、第三方试验检测、隧道和桩基专项检测顺序进行评

审。投标人在先评审的标段中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在后评审的标段中将不

再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所有标段的第一中标候选人确定后，被确定为第一中

标候选人的投标人在所投的其它标段中不再被推荐为第二中标候选人和第三中标候

选人。 

10．评标报告 

评标委员会审定评标结果后，向招标人提交书面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