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标投标格式文本二

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360108201810020101        招标编号：赣建洪招字【2022】第24号

招标条件及工程基本情况
招标单位名称 南昌市妇女联合会

招标工程项目 南昌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外电接入工程
工程项目建设
地址
项目审批、核
准或备案机关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

批文名称及编
号

: 洪行审投字【2019】281号

建筑面积
40904.23 平方
米

层次 15 层 结构 框架

项目总投资 21304.11万元 本项目投资 225.58万元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资金来源 财政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招标范围 招标文件和施工图纸范围内所有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
一标段 南昌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外电接入工程

二标段

投标（申请）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企业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应该符合招标要求
企业资质类别
及等级
注册建造师类
别和等级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在有效期内 标段选择要求 一个标段

资格审查时投
标人应提供的
业绩材料

资格审查时应提供的证件或证书原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为复印件）
资格证件 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证书或委托代理人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项目负责人

拟派项目经理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二级（含）以上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专业：机电工程，注册证书上的注册单位名称须与投标单位一
致，若存在注册单位变更情形，以最终注册单位为准）并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技术负责人 具备工程类工程师（含）以上技术职称。

关键岗位人员
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员、质量员）具有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
安全管理人员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C证。

其他要求

1、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 评审依
据：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2）投标人须具备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含）以上资质； 评审依据：资质证书扫描件； （3）投标人须具有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承修、承试）五级
（含）以上资质； 评审依据：电力设施许可证扫描件； （4）投标人须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评审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扫描件； （5）外埠来
赣施工单位根据《关于优化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服务和管理的通
知》（赣建字[2021]4号）要求办理企业进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评审依据：
提供能够有效充分反映企业备案成功的网页截图包括人员备案，截图数量不限
且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赣建城镇[2021]19号文，江西住建云不再办理省
外进赣施工企业单项工程投标信息登记。 评审依据：提供能够有效充分反映
企业备案成功的网页截图包括人员备案，截图数量不限且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
章。 （6）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委托代理人
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评审依据：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扫描件，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扫描件。 （7）拟派项目经理：拟派项目经理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机电工程，注册证书上的注册单位名称须与投标单位一致，若存在注
册单位变更情形，以最终注册单位为准）并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评审依据：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不含临时）扫
描件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扫描件。 （8）拟派技术负责人：具备工
程类工程师（含）以上技术职称。 评审依据：职称证书扫描件。 （9）拟派
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员、质量员）具有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C证。 评审依据：岗位证书扫描件或培训证书扫描件，同时提供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C证扫描件。 （10）投标保证金转帐凭证或电子保函（本项目为不
见面开标，投标保证金递交形式为银行转账或电子保函，不接受线下的纸质银
行保函）。 评审依据：1、如为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凭证扫描件；2、如为
电子保函：提供电子保函打印件扫描件。 （11）投标人须提供一份加盖单位
公章和签字的《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 (详见附件),
未提供《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的投标单位,视为无
效投标。 评审依据：《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复印
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1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本项目采
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投标人（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
权委托人）不需要到场参加开标会，也无需递交资格审查材料的原件，由投标
人自行将参与本工程资格审查的证明材料扫描件放入电子投标文件中。 3、本
项目为电子化招标，投标时不需要提供纸质投标文件，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
书时须向招标机构提供盖章版的资格送审文件正本一份，副本肆份。 4、执行
《关于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活动中使用电子证照（书）相关事项的
通知》（赣建招【2019】10号文），投标人提交有电子印章和二维码的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建造师注册证书等电子证照（书）的数据电文复印件，视为提
供了原件。 5、执行《关于明确我省房建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
电子招标投标数据电文复制件使用相关问题的通知》（赣建招标【2019】1
号），投标人提供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打印盖有电子印章的数据电文复印
件，包含中标通知书、合同等，视为符合招标人要求的原件。 6、本项目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
（建办市函〔2021〕510号），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于2021年12月31日
至2022年12月30日届满的，有效期统一视为至2022年12月31日。 7、最新防疫
要求（如有最新要求，按最新要求执行）：所有进入南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的投标人，均须出示行程码、健康码，进行测温、登记；健康码为黄码、红码
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进入的人员必须携带7天内核酸检测报告，并应事先自
行查询南昌市和南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最新要求并
遵照执行，否则须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8、其他要求详见资审文
件。

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资审文件的发布（获取）时间
公告发布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至 2022年07月20日（公告发布时间最短不得少于5日）
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获取方式
请到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平台
http://ggzyjy.jxsggzy.cn/dzjy/memberLogin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取招标文
件

获取资审文件
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获取地址
请到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平台
http://ggzyjy.jxsggzy.cn/dzjy/memberLogin资审文件领取菜单领取资审文
件

联系人 章海 联系电话 13049306098

招标代理机构：（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招标人：（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招投标监管机构：（单位章）

经办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监管机构各存一份，本表属”招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材料之一。 

2、有标段划分的招标项目，当各标段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求不一致时，招标人应在”投标

（申请）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栏目中的”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注册建造师类别和等级“栏目

中将各标段的资格条件要求予以明确。 

江西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印制



招标投标格式文本二

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360108201810020101        招标编号：赣建洪招字【2022】第24号

招标条件及工程基本情况
招标单位名称 南昌市妇女联合会

招标工程项目 南昌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外电接入工程
工程项目建设
地址
项目审批、核
准或备案机关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

批文名称及编
号

: 洪行审投字【2019】281号

建筑面积
40904.23 平方
米

层次 15 层 结构 框架

项目总投资 21304.11万元 本项目投资 225.58万元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资金来源 财政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招标范围 招标文件和施工图纸范围内所有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
一标段 南昌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外电接入工程

二标段

投标（申请）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企业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应该符合招标要求
企业资质类别
及等级
注册建造师类
别和等级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在有效期内 标段选择要求 一个标段

资格审查时投
标人应提供的
业绩材料

资格审查时应提供的证件或证书原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为复印件）
资格证件 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证书或委托代理人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项目负责人

拟派项目经理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二级（含）以上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专业：机电工程，注册证书上的注册单位名称须与投标单位一
致，若存在注册单位变更情形，以最终注册单位为准）并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技术负责人 具备工程类工程师（含）以上技术职称。

关键岗位人员
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员、质量员）具有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
安全管理人员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C证。

其他要求

1、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 评审依
据：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2）投标人须具备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含）以上资质； 评审依据：资质证书扫描件； （3）投标人须具有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承修、承试）五级
（含）以上资质； 评审依据：电力设施许可证扫描件； （4）投标人须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评审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扫描件； （5）外埠来
赣施工单位根据《关于优化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服务和管理的通
知》（赣建字[2021]4号）要求办理企业进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评审依据：
提供能够有效充分反映企业备案成功的网页截图包括人员备案，截图数量不限
且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赣建城镇[2021]19号文，江西住建云不再办理省
外进赣施工企业单项工程投标信息登记。 评审依据：提供能够有效充分反映
企业备案成功的网页截图包括人员备案，截图数量不限且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
章。 （6）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委托代理人
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评审依据：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扫描件，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扫描件。 （7）拟派项目经理：拟派项目经理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机电工程，注册证书上的注册单位名称须与投标单位一致，若存在注
册单位变更情形，以最终注册单位为准）并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评审依据：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不含临时）扫
描件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扫描件。 （8）拟派技术负责人：具备工
程类工程师（含）以上技术职称。 评审依据：职称证书扫描件。 （9）拟派
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员、质量员）具有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C证。 评审依据：岗位证书扫描件或培训证书扫描件，同时提供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C证扫描件。 （10）投标保证金转帐凭证或电子保函（本项目为不
见面开标，投标保证金递交形式为银行转账或电子保函，不接受线下的纸质银
行保函）。 评审依据：1、如为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凭证扫描件；2、如为
电子保函：提供电子保函打印件扫描件。 （11）投标人须提供一份加盖单位
公章和签字的《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 (详见附件),
未提供《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的投标单位,视为无
效投标。 评审依据：《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复印
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1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本项目采
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投标人（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
权委托人）不需要到场参加开标会，也无需递交资格审查材料的原件，由投标
人自行将参与本工程资格审查的证明材料扫描件放入电子投标文件中。 3、本
项目为电子化招标，投标时不需要提供纸质投标文件，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
书时须向招标机构提供盖章版的资格送审文件正本一份，副本肆份。 4、执行
《关于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活动中使用电子证照（书）相关事项的
通知》（赣建招【2019】10号文），投标人提交有电子印章和二维码的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建造师注册证书等电子证照（书）的数据电文复印件，视为提
供了原件。 5、执行《关于明确我省房建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
电子招标投标数据电文复制件使用相关问题的通知》（赣建招标【2019】1
号），投标人提供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打印盖有电子印章的数据电文复印
件，包含中标通知书、合同等，视为符合招标人要求的原件。 6、本项目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
（建办市函〔2021〕510号），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于2021年12月31日
至2022年12月30日届满的，有效期统一视为至2022年12月31日。 7、最新防疫
要求（如有最新要求，按最新要求执行）：所有进入南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的投标人，均须出示行程码、健康码，进行测温、登记；健康码为黄码、红码
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进入的人员必须携带7天内核酸检测报告，并应事先自
行查询南昌市和南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最新要求并
遵照执行，否则须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8、其他要求详见资审文
件。

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资审文件的发布（获取）时间
公告发布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至 2022年07月20日（公告发布时间最短不得少于5日）
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获取方式
请到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平台
http://ggzyjy.jxsggzy.cn/dzjy/memberLogin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取招标文
件

获取资审文件
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获取地址
请到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平台
http://ggzyjy.jxsggzy.cn/dzjy/memberLogin资审文件领取菜单领取资审文
件

联系人 章海 联系电话 13049306098

招标代理机构：（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招标人：（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招投标监管机构：（单位章）

经办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监管机构各存一份，本表属”招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材料之一。 

2、有标段划分的招标项目，当各标段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求不一致时，招标人应在”投标

（申请）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栏目中的”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注册建造师类别和等级“栏目

中将各标段的资格条件要求予以明确。 

江西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印制



招标投标格式文本二

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360108201810020101        招标编号：赣建洪招字【2022】第24号

招标条件及工程基本情况
招标单位名称 南昌市妇女联合会

招标工程项目 南昌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外电接入工程
工程项目建设
地址
项目审批、核
准或备案机关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

批文名称及编
号

: 洪行审投字【2019】281号

建筑面积
40904.23 平方
米

层次 15 层 结构 框架

项目总投资 21304.11万元 本项目投资 225.58万元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资金来源 财政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招标范围 招标文件和施工图纸范围内所有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
一标段 南昌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外电接入工程

二标段

投标（申请）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企业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应该符合招标要求
企业资质类别
及等级
注册建造师类
别和等级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在有效期内 标段选择要求 一个标段

资格审查时投
标人应提供的
业绩材料

资格审查时应提供的证件或证书原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为复印件）
资格证件 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证书或委托代理人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项目负责人

拟派项目经理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二级（含）以上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专业：机电工程，注册证书上的注册单位名称须与投标单位一
致，若存在注册单位变更情形，以最终注册单位为准）并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技术负责人 具备工程类工程师（含）以上技术职称。

关键岗位人员
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员、质量员）具有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
安全管理人员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C证。

其他要求

1、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 评审依
据：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2）投标人须具备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含）以上资质； 评审依据：资质证书扫描件； （3）投标人须具有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承修、承试）五级
（含）以上资质； 评审依据：电力设施许可证扫描件； （4）投标人须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评审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扫描件； （5）外埠来
赣施工单位根据《关于优化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服务和管理的通
知》（赣建字[2021]4号）要求办理企业进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评审依据：
提供能够有效充分反映企业备案成功的网页截图包括人员备案，截图数量不限
且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赣建城镇[2021]19号文，江西住建云不再办理省
外进赣施工企业单项工程投标信息登记。 评审依据：提供能够有效充分反映
企业备案成功的网页截图包括人员备案，截图数量不限且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
章。 （6）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委托代理人
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评审依据：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扫描件，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扫描件。 （7）拟派项目经理：拟派项目经理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专业：机电工程，注册证书上的注册单位名称须与投标单位一致，若存在注
册单位变更情形，以最终注册单位为准）并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评审依据：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不含临时）扫
描件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扫描件。 （8）拟派技术负责人：具备工
程类工程师（含）以上技术职称。 评审依据：职称证书扫描件。 （9）拟派
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员、质量员）具有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C证。 评审依据：岗位证书扫描件或培训证书扫描件，同时提供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C证扫描件。 （10）投标保证金转帐凭证或电子保函（本项目为不
见面开标，投标保证金递交形式为银行转账或电子保函，不接受线下的纸质银
行保函）。 评审依据：1、如为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凭证扫描件；2、如为
电子保函：提供电子保函打印件扫描件。 （11）投标人须提供一份加盖单位
公章和签字的《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 (详见附件),
未提供《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的投标单位,视为无
效投标。 评审依据：《南昌市建设工程投标人不参与串通投标承诺书》复印
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1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本项目采
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投标人（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
权委托人）不需要到场参加开标会，也无需递交资格审查材料的原件，由投标
人自行将参与本工程资格审查的证明材料扫描件放入电子投标文件中。 3、本
项目为电子化招标，投标时不需要提供纸质投标文件，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
书时须向招标机构提供盖章版的资格送审文件正本一份，副本肆份。 4、执行
《关于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活动中使用电子证照（书）相关事项的
通知》（赣建招【2019】10号文），投标人提交有电子印章和二维码的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建造师注册证书等电子证照（书）的数据电文复印件，视为提
供了原件。 5、执行《关于明确我省房建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
电子招标投标数据电文复制件使用相关问题的通知》（赣建招标【2019】1
号），投标人提供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打印盖有电子印章的数据电文复印
件，包含中标通知书、合同等，视为符合招标人要求的原件。 6、本项目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
（建办市函〔2021〕510号），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于2021年12月31日
至2022年12月30日届满的，有效期统一视为至2022年12月31日。 7、最新防疫
要求（如有最新要求，按最新要求执行）：所有进入南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的投标人，均须出示行程码、健康码，进行测温、登记；健康码为黄码、红码
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进入的人员必须携带7天内核酸检测报告，并应事先自
行查询南昌市和南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最新要求并
遵照执行，否则须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8、其他要求详见资审文
件。

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资审文件的发布（获取）时间
公告发布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至 2022年07月20日（公告发布时间最短不得少于5日）
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获取方式
请到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平台
http://ggzyjy.jxsggzy.cn/dzjy/memberLogin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取招标文
件

获取资审文件
时间

2022年06月30日

获取地址
请到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平台
http://ggzyjy.jxsggzy.cn/dzjy/memberLogin资审文件领取菜单领取资审文
件

联系人 章海 联系电话 13049306098

招标代理机构：（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招标人：（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招投标监管机构：（单位章）

经办人：（章）

2022年06月29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监管机构各存一份，本表属”招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材料之一。 

2、有标段划分的招标项目，当各标段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求不一致时，招标人应在”投标

（申请）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栏目中的”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注册建造师类别和等级“栏目

中将各标段的资格条件要求予以明确。 

江西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