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元氏昊和名城项目总承包工程招标公告
元氏县文体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石家庄元氏昊和名城项目总承包工程等
内容进行招标，诚挚欢迎有能力承接本工程施工的公司前来投标。具体如下：
一、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石家庄元氏昊和名城项目总承包工程
2、 发包主体：元氏县文体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 管理主体：绿城房地产管理集团田园平台元氏项目
4、 工程地点：项目位于元氏县红旗路西，殷村镇中路北。
5、 招标范围：三通一平（甲方提供接水电驳点）、场区内临路工程、场区降水工程、
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二次结构工程、水电安装工程、防水工程、屋面
工程、墙柱面工程（粗装修\外墙砖）、天棚工程（粗装修抹灰类）、采暖区与
非采暖区保温工程、外墙保温工程，外墙涂料工程（百叶后部分）、内墙涂料工
程、隔音降噪工程、车库地坪工程、防火门、措施费，水电费、结构预留预埋工
程，金属工程，户内配电箱工程、装配式构件、楼内桥架工程、水泵工程，污水
泵、阀门分集水器工程、通风井安装工程，地暖工程（包含干法地暖）、信报箱
工程、车库停车划线工程，标识标牌工程。
6、 招标形式：固定综合单价
7、 标段数：本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8、 投标保证金金额：50 万元（暂定），缴纳保证金后及时在发包人招采平台上传凭
证。投标保证金采用电汇形式，招标人信息如下：
户名：元氏县文体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长安支行
账号：414501856800015
税号: 91130132MA08J5F23Y
9、 中标原则：合理低价法中标
10、工程款支付方式：
本工程无预付款，承包人在进场前 7 天内提供合同总价 300 万元（近似至千位）的履
约保证金。
（1）本工程承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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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相关节点付款明细如下：
主体部分按以下里程碑进行进度款的支付（过程款的支付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
额为产值全额，税率为 9%）
【主楼】--按单体支付
1）

正负零节点完成退回履约保证金 300 万元（单位主体工程达到节点按建筑面积
比例返还）；

2）结构完成至可申请预售许可证工程节点，于次月 25 日支付已完工程产值 75%，含单
体对应的流水段地下工程产值；
3）完成预售许可工程节点后，以上每五层结构完成为一个付款节点，于次月 25 日支
付已完工程产值 75%；
4）主体封顶完成，于次月 25 日支付已完工程产值 75%；
5）主体完成后第二个月开始,工程进度款按月支付,每月 25 日支付上个月已完成工
程产值的 75%；
6）主体结构验收合格，于次月 25 日随进度款一并累计支付至已完工程产值的 85%；
7）二次结构和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启动 2 个月后每月 25 日支付已完工程产值 75%；
8）水电安装工程启动 2 个月后每月 25 日支付已完工程产值 75%；
9）单体工程（毛坯）竣工验收合格后，累计支付至已完成工程产值的 85%；
10）完成综合验收备案（包括钥匙移交）且工程结算完成后，累计支付至结算价款
的 95%；
11）预留结算价款的 5%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按《工程质量保修协议》要求支付。
【甲指分包及甲指乙供材料付款】甲指分包及甲指甲限材料的付款属于专项付款，不受
上述付款条件的约定，具体付款条件根据甲指分包及甲指甲限材料专项付款约定，按照
发包人具体要求执行，每次付款前提供与甲指分包及甲指甲限材料单位的付款核对证明，
此款专款专用，否则，发包人有权定向支付。
【措施费及其他费用的支付】
（1）支付比例按照节点产值比例；
（2）安全文明措施费、农民工保证金（农民工预储金若有）等的扣除根据主体
节点付款的次数平均分次扣除，扣回金额为发包人实际缴纳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及
社会保障费。报送工程进度报表时附《分部分项工程及关键工序质量验收单》，
若所报工程的质量达不到政府质监部门及监理公司的验收标准及国家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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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形象进度与工程资料达不到合同要求，发包人有权暂缓支付该部分工程款。
（3）变更签证造价确认完成后，结算时统一支付（五千元以下变更签证不予计
量）。
（4）材料调差金额确认完成后，随当期进度产值一同支付，付款比例与当期产
值付款比例一致。
（5） 若甲方代缴水电费，甲方代缴水电费扣款与进度款同步扣除。
（6）招标工程量清单（或施工图预算）核对确认完成前，以发包人预算金额为
基数支付比例为当月（期）已完工程量的【60%】（已扣减 15%进度款），核对确认完
成后以施工图预算闭口价为基数支付至已完成工程量的【75%】
11、履约担保：300 万元，采用支票或汇票形式。
12、工程规模：
(1) 业态：高层住宅、多层住宅及及商业配套，非人防车库。
13、石家庄元氏昊和名城项目，项目全期由 188 亩地，容积率 2.0。本次招标范围为
一期 51 亩，由 13 栋多层（5-8 层）,2 栋小高层（17 层/18 层）及商业配套，地
下非人防车库；总建筑面积约为 6.56 万平方米，住宅地块总建面约 5.2 万平，车
库 1.25 万平米，结构形式为框架剪力墙。
14、工程质量要求：
（1） 各分部、分项工程一次性达到国家、省市及地方相关专业验收合格标准，整体
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2） 第三方实测实量平均成绩不低于
于【

92.5

分；各季度第三方综合评估成绩不低

87.13 】分；季度综合评估排名不得进入后十名；

（3） 确保 （地市级）优质结构（或

/ （地市级杯），争创 /

杯如最终未达到，

则处以合同结算价【2】%的违约扣罚；
（4） 其他补充要求：1 满足绿城管理集团精益化管理要求的标准；2 满足绿城管理
集团样板管理要求的标准；3 满足绿城管理集团《技术及管理标准》。

15、工期：暂定服务开始日期 2021 年 6 月 25 日，暂定服务结束日期 2023 年 12 月
30 日（以发包人进场通知时间为准）。
二、投标报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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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质要求：
入围单位及项目经理资质、业绩要求
1）集团合格供应商，以及绿城房产集团、小镇集团的合格供应商均可无需考察
直接入围参与投标。当合格供应商拟派的项目经理无绿城项目合作经历的，项目
公司需对项目经理进行考察和评价。
2)公司对各类非集团合格供应商实行“准入制”管理。无论接受邀请自行报名或
委托方推荐的供应商均须满足下列准入条件，在此基础上经资格预审（后附资格
预审文件）和考察评价，通过后方可参与投标活动。
通用准入条件：
a）税法上规定的一般纳税人；
b）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施工企业需同时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c）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
冻结、破产状态等情况；近三年财务资信情况良好；
d）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安全问题；
e）近三年未因施工质量、工期、安全、经济等造成 3 次及以上法律诉讼及纠纷；
f）未列入集团违规处罚名单。
专项准入条件，高层、多层类产品（满足下列 3 项之一）
1．中国建筑企业管理协会发布的年度中国建筑企业 500 强或特级施工企业；
2．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发布的
年度省级综合实力前 30 强、地市级综合实力前 10 强施工企业；近 3 年省级及以
上获奖工程不少于 3 个。
3.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地市级及以上“AAA 企业信用”单位或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通过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近 3 年，省级及以上获奖
工程不少于 3 个且类似工程业绩不少于 5 个。
拟派项目经理要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资质要求：
（1）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2）工程建类专业技术职称中级及以上；
2．业绩要求：
（1）近 3 年完成不少于招标工程规模的类似工程 1 个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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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 5 年获得过地市级及以上优质工程和安全文明标化工地各不少于 1 个；
3．信誉要求：履约信誉良好，无重大投诉及经济纠纷，并要求提供不少于 1 个
项目的甲方履约评价（经甲方盖章）；
4．杜绝挂靠：需提供近 3 年的社保证明。
5．经确认后不允许擅自更换。低密度类产品近 5 年完成不少于招标工程规模的
类似工程 1 个及以上、地市级及以上优质工程或安全文明标化工地 1 个及以上。

2、 本次招标只接受招采平台在线报名。请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在绿城集团招采平台
（http://zc.gtcloud.cn）中分别进行供方注册、提交相关资料，经审批同意完成注册，
然后点击相关公告报名。同时将《供方基本信息表》及相关资料发送至报名联系人邮
箱。
3、 在线报名截止时间：以发包人招采平台截止时间为准。
4、 领取标书时间: 以发包人招采平台信息为准。
5、 领取标书地点: 收到发包人招采平台发标信息后，在发包人招采平台上自行下载招标
文件。
6、 招标联系人：郭亚辉，联系电话：18133804209,王海波：18032150396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元氏县昊和文体城
7、 绿 城 管 理 集 团 监 察 投 诉 电 话 ： 0571-87958750 ， 投 诉 邮 箱 ：
zhangpanpan@chinagreentown.com

元氏县文体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0311-89265205(工作日 9 时-18 时)
三、其它：无

四、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五、为维护良好的招标秩序，招标过程中如出现下表处罚项的，我司将按相应“处罚条
款”执行，凡报名参与本次投标单位，均视为已知悉并同意下表内容。
六、招采过程违规处罚表
序号
1

处罚项

处罚条款

承诺参与投标，但递交 1、退出 1 次给予一次警告；
投标保证金时退出
2、一年内退出 2 次的，两年内不得参与管理集团项目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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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处罚项

处罚条款

承诺参与投标，但递交 1、退出 1 次给予一次警告；
投标保证金时退出
2、一年内退出 2 次的，两年内不得参与管理集团项目投标。

2 中途退出投标

1、没收投标保证金；
2、一年内不得参与管理集团项目投标。

3 串标、围标

1、没收投标保证金；
2、五年内不得参与管理集团项目投标。

4 行贿

1、没收投标保证金；
2、五年内不得参与管理集团项目投标。

5 决标后不签合同

1、没收投标保证金；
2、五年内不得参与管理集团项目投标 。

招标人：元氏县文体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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