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NXZ-2022-CZ-RKZB-0105-16）

       
项目所在地区：湖南省,郴州市

一、招标条件

    

本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49.317809万元，招标人为湖南烟叶

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

力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2年11月30日 09时00分到2022年12月06日 17时00分

获取方式：线上或线下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2年12月21日 09时00分

递交方式：郴州市五岭广场天一华府A栋一单元16楼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2年12月21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郴州市五岭广场天一华府A栋一单元16楼

七、其他

    1.招标条件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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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1项目名称：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

2.2招标项目编号：郴烟复W2052022014

委托代理编号：HNXZ-2022-CZ-RKZB-0105-16

2.3招标范围：本项目内容为郴州复烤厂绿化提质改造，实施内容为：更换种植

土、增施微量元素肥及有机肥等改良土壤，复壮衰弱乔木，铲除退化严重的灌

木，适地补植优质苗木，实现乔、灌、球、地被结合，形成立体、层次、色彩

分明，达到既有观花又有观果的效果。

2.4工期：90日历天。

2.5质量要求：质量等级必须达到合格标准；

2.6保修要求：本工程质保期为贰年。

2.7招标控制价（不含税总价）：人民币肆拾玖万叁仟壹佰柒拾捌元零玖分（¥4

93178.09）。

注：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的，将作废标处理。

2.8付款方式：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公司经

营情况良好，具有本招标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力量，有良好的信誉和独立履行

合同的能力，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营业执照处

于有效期；

3.2法定代表人提供身份证明原件（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委托代

理人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需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3.3投标人提供近6月的（指2022年5月－2022年10月）完税证明；

3.4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近三年（以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

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无行贿行为记录；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信用中国网站（http

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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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无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记录；

在“天眼查”网站（https://www.tianyancha.com）查询企业关系；提供信息

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公章，查询时间要求在招标公告发布日期之后；

3.5施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提供近6个月（2022年5月－2022年10月）社保缴纳

证明。

3.6 

投标人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且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

能力。

3.7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评标办法

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 综合评分法，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为开标后资格审查。

5.投标保证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为：壹万元整（￥10000.00），由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入投标

保证金的托管账户。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2年12月20日 17 

时。投标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5项

规定。

6.招标文件的获取及澄清答疑发布

6.1请从2022年11月30日 9 时～2022年12月6日17 

时止（北京时间，下同），由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持下列有效资格证明文

件原件和一套清晰的复印件加盖鲜章报名：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公司

经营情况良好，具有本招标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力量，有良好的信誉和独立履

行合同的能力，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营业执照

处于有效期；

（2）法定代表人提供身份证明原件（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委托

代理人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需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3）投标人提供近6月的（指2022年5月－2022年10月）完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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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近三年（以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无行贿行为记录；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信用中国网站（ht

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无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记录

；在“天眼查”网站（https://www.tianyancha.com）查询企业关系；提供信

息查询结果合格并加盖公章，查询时间要求在招标公告发布日期之后；

（5）投标人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

质，且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

施工能力

（6）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2 

报名地点：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郴州市五岭广场天一华

府A栋一单元16楼）购买招标文件；邮件报名的发送邮件至 4996004@qq.com  

邮箱，并备注具体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6.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400 元，售后不退。

6.4 澄清答疑采用 电子邮件 

方式。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的澄清答疑、补遗均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投标人报

名时所留电子邮箱，投标人自行下载查阅。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截止：2022年12月21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止，超过截止时间的

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7.2开标时间：2022年12月21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7.3开标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地点）：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郴州

市五岭广场天一华府A栋一单元16楼）。

7.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须准时到会，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同时法定代表人参

加的需单独提供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参加的单独提供一份授权委托书原件(需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

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用来进行身份验证。否则，其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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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拒绝。考虑现场开标受新冠疫情影响，增加现场视频直播的开标方式，项

目具体以现场开标还是现场视频直播开标方式，根据湖南省相关防疫要求和郴

州市政府的最新疫情通告，在开标前7日内，由招标代理机构以邮件方式通知已

报名的投标供应商。

7.5逾期送达或者不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

。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纪检监察部。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                         

   地    址：郴州市北湖区郴州大道1728号                             

   联 系 人：欧先生                             

   电    话：0735-2916657                              

   电子邮件：3560450391@qq.com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五楼

   联 系 人： 黎明

   电    话： 0735-2618800

   电子邮件： 4996004@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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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
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

厂的委托，就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1项目名称：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关于绿化提质改造项目

2.2招标项目编号：郴烟复W2052022014

委托代理编号：HNXZ-2022-CZ-RKZB-0105-16

2.3招标范围：本项目内容为郴州复烤厂绿化提质改造，实施内容为：更换

种植土、增施微量元素肥及有机肥等改良土壤，复壮衰弱乔木，铲除退化严重

的灌木，适地补植优质苗木，实现乔、灌、球、地被结合，形成立体、层次、

色彩分明，达到既有观花又有观果的效果。

2.4工期：90日历天。

2.5质量要求：质量等级必须达到合格标准；

2.6保修要求：本工程质保期为贰年。

2.7招标控制价（不含税总价）：人民币肆拾玖万叁仟壹佰柒拾捌元零玖分

（¥493178.09）。

注：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的，将作废标处理。

2.8付款方式：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公

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本招标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力量，有良好的信誉和独立

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营业执

照处于有效期；

3.2法定代表人提供身份证明原件（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委

托代理人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需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3.3投标人提供近6月的（指2022年5月－2022年10月）完税证明；

3.4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近三年（以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无行贿行为记录；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信用中国网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无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记

录；在“天眼查”网站（https://www.tianyancha.com）查询企业关系；提供

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公章，查询时间要求在招标公告发布日期之后；

3.5施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提供近6个月（2022年5月－2022年10月）社保

缴纳证明。

3.6 

投标人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且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

Administrator
8-6



能力。

3.7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评标办法

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 

综合评分法，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为开标后资格审查。

5.投标保证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为：壹万元整（￥10000.00），由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入

投标保证金的托管账户。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2年12月20日 17 

时。投标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5项

规定。

6.招标文件的获取及澄清答疑发布

6.1请从2022年11月30日 9 时～2022年12月6日17 

时止（北京时间，下同），由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持下列有效资格证明文

件原件和一套清晰的复印件加盖鲜章报名：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本招标项目所需的专业技术力量，有良好的信誉和独

立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营业

执照处于有效期；

（2）法定代表人提供身份证明原件（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

委托代理人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需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3）投标人提供近6月的（指2022年5月－2022年10月）完税证明；

（4）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近三年（以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在中国裁判文书

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无行贿行为记录；在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信用中国网站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无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记录；在“天眼查”网站（https://www.tianyancha.com）查询企业关系；提

供信息查询结果合格并加盖公章，查询时间要求在招标公告发布日期之后；

（5）投标人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且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

应的施工能力

（6）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2 

报名地点：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郴州市五岭广场天一华

府A栋一单元16楼）购买招标文件；邮件报名的发送邮件至 4996004@qq.com  

邮箱，并备注具体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6.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400 元，售后不退。

mailto:VW�������	Pl�����Rt'S3I?��5�1310-1311?	-p�-������������1261527001@qq.com���v��wSy�T���T����
mailto:VW�������	Pl�����Rt'S3I?��5�1310-1311?	-p�-������������1261527001@qq.com���v��wSy�T���T����
mailto:VW�������	Pl�����Rt'S3I?��5�1310-1311?	-p�-������������1261527001@qq.com���v��wSy�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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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澄清答疑采用 电子邮件 

方式。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的澄清答疑、补遗均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投标人报

名时所留电子邮箱，投标人自行下载查阅。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截止：2022年12月21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止，超过截止时

间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7.2开标时间：2022年12月21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7.3开标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地点）：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市五岭广场天一华府A栋一单元16楼）。

7.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须准时到会，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同时法定代表

人参加的需单独提供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代理人参加的单独提供一份授权委托书原件(需附委托代理人身份

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用来进行身份验证。否则，其

投标将被拒绝。考虑现场开标受新冠疫情影响，增加现场视频直播的开标方式

，项目具体以现场开标还是现场视频直播开标方式，根据湖南省相关防疫要求

和郴州市政府的最新疫情通告，在开标前7日内，由招标代理机构以邮件方式通

知已报名的投标供应商。

7.5逾期送达或者不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代理机构将拒绝

接收。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

9.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南烟叶复烤有限公司郴州复烤厂

地    址：郴州市北湖区郴州大道1728号

联 系 人：欧先生

电    话：0735-2916657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燕泉南路9-2号（燕泉广场正对面人保4楼）

郴州分公司地址：郴州市北湖区五岭广场天一华府A栋一单元16楼

联 系 人：黎先生   

电    话：0735-2618800

邮    箱：4996004@qq.com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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