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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龙泉校区运动场围栏及配套设施工程

招标公告

招标文件编号：设备招标[2023-001]号

工程项目名称：龙泉校区运动场围栏及配套设施工程

招 标 单 位：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2023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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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院招标文件有关规定，现将现将龙泉校区 400 米运动场围

栏配套设施进行公开招标，欢迎有意愿且符合要求的单位参与投标。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招标条件

本项目位于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龙泉校区西区，因新建 400

米运动场标高较高，为满足教学、训练和师生锻炼要求，需在足球场、

田径区及器械区临忠诚路一侧、临阳光南路一侧安装围网及配套设施,

现已具备招标条件，进行公开招标。

二、招标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第 613

号令)。

（三）《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 27号令)。

（四）《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七部委第 12 号令)。

三、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资格

（一）投标人应为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安装资质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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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本身长期从事与本项目同类业务经营，有稳定的专

业技术人员队伍，并提供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五、标书获取

标书免费，从学院邮件系统或学院官网公告栏下载。

六、投标说明

（一）投标截止时间：即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中午 12 时止。

（二）标书递交地点：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纪检保卫处办公室。

（三） 开标时间：2023 年 3 月 15 日 14:00。

（四）踏勘现场：即日起至 3月 13 日，9:00-17:00，不集中安排，

自行前往。咨询答疑：孙老师 18111657383。现场踏勘联系人：邓老

师 13550255640、何老师 13980958992。

投标人到校资格预审时务必勘察现场，向邓老师、何老师了解

安装地点、场地基础条件、限高限重要求、卸货地点搬运路线、调试

进度等具体要求，以便准确报价。

（五）评标方式：综合评标，合理低价投标法。

（六）投标人不参加评标会，如需参加由招标人另行通知。

（七）投标保证金：10000 元（壹万元整）。

1.收款账户：

收款人：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帐号：51162001101816004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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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交通银行成都龙泉驿龙鑫支行

2.未交纳投标保证金，投标无效。将投标保证金转账电子凭证或

复印件装订在投标文件中。

3.中标后，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完成合同约定的

事项后 28 日内，无息返还给投标人。如未中标，投标保证金于 10 个

工作日内无息原路径退回。

七、施工及工期要求

（一）施工时间：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完成交货、安装、验收并

交付使用。

（二）施工地点：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龙泉校区新建运动场。

（三）投标人必须拟定项目进度安排计划， 并按照进度安排计

划派出适当的技术人员到安装现场负责。 在安装施工期间， 严格遵

守招标人的有关制度。

（四）安装施工期间需做到安全文明施工，不损坏招标人的设备

设施， 否则原价赔偿。

八、竣工结算

1.本工程安装完毕经甲方竣工验收合格，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

金额的 80%，取得相关验收证书并办理结算后 7日内，支付至合同总

价的 97%。

2.合同总价 3%作为本项目质保金质保期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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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一笔款项的支付前，承包人须先提交等额的相应普通发票。

4.下列任一情形发生时，甲方有权利中止支付工程款，待中止付

款原因消除后再根据本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如乙方拒绝消除中止付

款原因，甲方有权利终止支付工程款：

1）工程施工质量有重大缺陷，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未整改、重

作、更换前；

2）因乙方原因，工程进度较预定进度落后 20 天以上，或明显不

能如期完工时；

3）乙方对其分包人、材料商未付款或因乙方及其分包人拖欠民

工工资款致使本工程有纠纷时；

4）工程进行中，乙方有违约或应负责赔偿的事由发生，经甲方

提出而未予解决前；

5）因乙方原因且非可归责于甲方的事由，涉及本项工程（包括

甲方与乙方、甲方与第三人、乙方与第三人间）有任何诉讼或仲裁发

生；

6）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变更材质、设备或未按图施工。

九、招标内容

（一）质量标准：

1.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应该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投标

人在本次投标活动中提交并确定遵照的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

2.投标人应保证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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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后的围网应保证美观、牢固、耐用。

（二）技术指标要求：

1.拼装式围网符合围网结构为‘口’字型， 框架主材采用（Q235）

国标管材， 使用热浸锌防护层， 高温喷涂处理工艺， 全方位抗锈；

立柱不小于Ф76mm， 壁厚不小于 2mm， 横管不小于Ф60mm， 壁

厚不小于 2mm， 灯柱不小于Ф114mm，壁厚不小于 3.5mm，配铝合

金直灯臂，离地高度 7米;立柱间隔不大于 3000mm； 立柱采用预埋

方式，立预埋件采用铝合金材质，预埋件尺寸Ф84×1. 5×450mm，立

柱预埋深度不小于 400mm； 整体围网采用铝合金压条（宽 18.3mm*

厚 3.8mm） 固定； 框架颜色为深灰色（业主提供色样）。

2.网孔为标准型 45mm*45mm，外径Φ3. 6mm，内径Φ2. 3mm。使

用精钢冲压扣件作为钢管之间相互连接，扣件左右夹紧、连接，用不

锈钢螺丝拧紧固定，扣件厚度应≧2mm；

3.为保证场地内及周边人员人身安全，避免发生围网倾斜或倒塌

等危害人身安全的情况，管材需提供具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力学

性能检测报告，性能需达到以下标准：抗拉强度≧430MPa；屈服强

度：≧380MPa，断后伸长率：≧28%，涂层厚度≧150μm，提供报告

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厂家投标专用章。

4.为保证运动场地使用材料的安全环保性，避免吸入危害人体健

康的有毒有害物质，组合式围网表面喷涂所用聚酯粉末，需提供具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急性吸入毒性实验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为“低毒

级”，提供报告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厂家投标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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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保证围网牢的牢固性，压网条需提供具有 CMA或 CNAS 标志

的力学性能试验报告，检测结果抗拉强度≥190MPa，外观应平滑、

均匀，无流痕、皱纹、气泡、脱落及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提供报告

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厂家投标专用章。

6.预埋件应采用铝合金材质，根据围网立柱高度、抗风系数设置

合理尺寸混泥土基础。

7.递交标书时，必须提供围网组合式材料小样，建议规格为宽

50CM，高 50CM。

（三）招标控制价：

1.所投拼装围网价格不应高于 160 元/平方米（含税价）

2.所投灯柱价格不应高于 1950 元/支（含税价）

3.所投双开门价格不应高于 2977 元/樘（含税价）

（四）招标报价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1 5 米高拼装式围网 m2 约 750

2 灯柱：114x3.5mm离地高度 7米 根 约 18

3 双开门（磁吸式） 樘 2

合计

十、投标文件格式及提交的资料：

（一）标书要求

纸质文档一份、电子文档一份，均密封在一个文件袋内加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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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密封签上需标注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二）投 标 函

致： （招标单位）：

根据贵院为 项目的投标公告（招标

编号： ），签字代表 （全名、职务）经正式授

权并代表投标人 （投标人名称、地址）

提交投标文件正本一份、电子文档一份。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本次投标所报内容完全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填报，所有内容都是

真实、准确的。

2.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全部合同责任和义务。

3.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

并且已对招标人的本次项目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我们完全理

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

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6.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投标人授权代表姓名、职务： （印刷体）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名称： （盖公章）

开 户 行：

户 名：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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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 月 日

（三）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 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投标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参加

（项目名称）采购招标（招标编号： ）的投标活动，

签署投标文件、进行合同谈判、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证明。

投标单位： （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企业营业执照、行业许可证等相关资质证书（必须提供）。

（四）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招

标单位）组织的 项目招标（招标编

号： ）的投标活动。代理人在开标、评标、

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

予以承认。本授权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代理人无转移委托权。

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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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部门： 职务：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无须提供该委托书

附：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近三年内类似业务业绩

项目名称
服务对象

名称

主要服务项

目内容

合同金额

（元）

项目用户联

系人及手机

注：

1. 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内类似业务业绩情况。近 3年内是指由投

标截止日上朔到 3周年始。

2. 如本表格式内容不能满足需要，投标人可根据本表格格式自行

划表填写，但必须体现以上内容。

3. 投标人代表签字： （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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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 月 日

（六）上述第九项“招标内容”各项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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