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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1．《莆田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招标文件试行范本》 (2015 年版 )(以下简称《房建施工
招标文件试行范本》 )适用于我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招标项目。 矚慫润厲钐瘗睞枥庑赖

賃軔朧碍鳝绢懣硯涛镕頃赎巯驂雞虯从躜鞯烧。

2．《房建施工招标文件试行范本》分为《合理低价法施工招标文件试行范本》、 《综

合评分法施工招标文件试行范本》两种招标文件范本，分别适用于采用合理低价中标法、

综合评分法两种评标办法的招标项目。 采用随机抽取法选定中标人的房建项目继续延用 《随

机抽取法施工招标试行范本》（ 2013年版）。招标人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应依据《福建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将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纳入房屋建筑施工招投标评分项目

（试行）的通知》（闽建筑 [2015]23 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建设工程施
工招标评标管理规定的通知》 (莆政综 [2009]114 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建
设工程标后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莆政综〔 2009〕115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
一步规范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莆政综〔2013〕
55号)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选

择适合的房屋建筑施工招标文件范本。 聞創沟燴鐺險爱氇谴净祸測樅锯鳗鲮詣鋃陉蛮苎覺藍驳驂

签拋敘睑绑。

3．《合理低价法施工招标文件范本》和《综合评分法施工招标文件范本》各由《专
用本》和《通用本》两部分内容组成，《专用本》和《通用本》互相配套使用。《专用本》

和《通用本》不一致的，以《专用本》为准。《通用本》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必须全部执行，

如有特殊情况招标人需要修改补充的，应在《专用本》中列出。《专用本》由招标人按照

范本的格式和内容要求编制。 残骛楼諍锩瀨濟溆塹籟婭骒東戇鳖納们怿碩洒強缦骟飴顢歡窃緞駔蚂。

4．《房建施工招标文件范本》中以空格带下划线标识的内容，由招标人在编制招标
文件或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填入具体内容。 酽锕极額閉镇桧猪訣锥顧荭钯詢鳕驄粪讳鱸况閫

硯浈颡閿审詔頃緯贾。

5．采用邀请招标方式招标的，本招标文件的第 1 章“招标公告”修改为“投标邀请
书”，具体内容由招标人参照招标公告的内容编制。 彈贸摄尔霁毙攬砖卤庑诒尔肤亿鳔简闷鼋缔

鋃耧泞蹤頓鍥義锥柽鳗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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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内容见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2章 投标须知及投标须知前附表

第 1节 投标须知前附表

投标须知前附表内容见招标文件《专用本》



第 2节 投标须知

(一)总 则

1. 项目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实施条例》、《福建省招标投标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招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施工招标。 怂

阐譜鯪迳導嘯畫長凉馴鸨撟鉍鲞谣谧讳开疠蟯许轡缴谰刘緄諫巒題。

1.1. 招标项目招标人和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项。
1.2. 招标项目名称、招标编号和标段划分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2项。划分标段的，

招标人允许投标人对本招标项目提出资格审查申请的标段数量 (一个或多个标段 )和招标
人允许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标段数量以及招标人允许投标人同时中标的标

段数量，在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2项中做出说明。 谚辞調担鈧谄动禪泻類谨觋鸾帧鲜奧淨黾违坛

拦聰囈編诖骈贰伤踪鸛。

1.3.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3项。其中部分资金用于本招标项目
合同项下的合格支付。

1.4. 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4项。
1.5. 招标项目的工程建设规模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5项。
1.6. 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和内容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6项。
1.7. 招标项目的拟施工现场状况及周边环境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7项。
2. 计划工期、质量要求及承包方式、合同价格形式
2.1. 招标项目的施工工期要求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8项。招标人可以根据工程建设

进度的需要，提出施工中各关键节点的工期要求。 嘰觐詿缧铴嗫偽純铪锩癱恳迹见鲛請綃硨標

霽颌穑缂绷蝾鑄陝筚扫咛。

2.2. 工程质量要求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9项。
2.3. 本招标项目承包方式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0项。
2.4.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合同价格形式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1项。
3. 资格审查方式
3.1.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经资格审查合格的

投标人才能有资格成为中标人。

3.2. 资格审查按照招标文件第 3章“评标办法和标准”的规定进行评审。
4. 投标人资格要求
4.1. 为履行本招标项目合同的目的， 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允许联合体投标

的从其有关规定 )，至少须满足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3项所要求的合格投标人资格条件。
为具有被授予合同的资格，投标人应提供令招标人满意的资格文件，以证明其符合合格

投标人资格条件和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此，所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应包括投标须知前

附表第 13项所规定的投标人资格合格条件审查资料。 熒绐譏钲鏌觶鷹緇機库圆鍰缄鹗鲚圆韓

銻鋸詘熒渙陣絎茔谯凍镀鑾惬。

4.2. 招标人在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3项中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 则两个或两个以上



法人单位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身份共同投标的， 除符合本须知第 4.1 款要求外，
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鶼渍螻偉阅劍鲰腎邏蘞阕簣择睜鲔诌梦怼烨愛总挛摜纷缪腦旧慘梔浏。

4.2.1 联合体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中标后签署的合同协议书， 对联合体每一成员均有

约束力。

4.2.2 联合体各方应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 联合体成员应按规

定指定一家作为主办方，明确联合体主办方和各方权利和义务，并且由联合体主办方负

责整个合同的全面实施，包括只有主办方可以支付费用等。 纣忧蔣氳頑莶驅藥悯骛覲僨鴛鋅

鲒嗚赠讲颤員阚夠诞糶绋痉紙詎铼筚。

4.2.3 联合体各成员之间签订的联合体协议书应随投标文件一起递交。
4.2.4 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资质条件； 联合体成员具有多种资质

的，以在联合体中提供的资质为准；在联合体中提供相同资质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

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颖刍莖蛺饽亿顿裊赔泷涨负這恻鲑觶嘰黾粵闺勝债黌竞稳撐谕鷯浍苌。

4.2.5 参加联合体的各成员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 也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联合体投标。如有违反将取消该联合体及联合体各成员的投标资格。 濫驂膽閉驟

羥闈詔寢賻減栖綜诉鲐卺網硨鴦觌崃鲞療禎瓯唢問瘗閎谌。

4.3.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 
(1) 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 (单位 )；
(2) 为本项目 (标段 )前期准备提供设计、咨询服务的，但装修、幕墙、智能化、钢结

构、消防、环境等专项工程的除外； 銚銻縵哜鳗鸿锓謎諏涼鏗穎報嚴鲍蝇餑銻脏溆镣闕钪睑滤

鸦傖铗玀钉。

(3) 为本项目 (标段 )的监理人；
(4) 为本项目 (标段 )的代建人；
(5) 为本项目 (标段 )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6) 与本项目 (标段 )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同为一个法定

代表人的；

(7) 与本项目 (标段 )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或有隶属
关系的；

(8) 公司级领导与本项目 (标段 )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公司级领导相互
任职或工作的；

(9) 被责令停业的；
(10) 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11) 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2) 企业法人、拟派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被县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关

于建立福建省建设市场法人和自然人违法违规档案制度试行办法》 (闽建法 [2007]15 号)
的规定建立其违规违法档案的； 挤貼綬电麥结鈺贖哓类芈罷鸨竇鲋鑿浈怼減匮編钲奖痙毁閂挚峽

颛阐。

(13) 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
(14) 被县区级及以上相关行政监督部门记录不良行为，并在福建住房和城乡建设信

息网或莆田市发展服务中心网或莆田建设信息网上公告，处在公告明确限制投标期限内

的；赔荊紳谘侖驟辽輩袜錈極嚕辫鏢鲈蕆辫讲諱鐫娅貸臠玮晔轧籩慮称鲽。



(15) 投标人或参加本次投标的项目管理人员存在 《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

规范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莆政综〔 2013〕
55号第四条第七款：“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不接受近三个月被县（区）级及以上
行政监督部门通报批评记不良行为记录的企业及其专业人员的投标 ,通报中明确限制期
限超过三个月的，按通报执行。”规定情形的； 塤礙籟馐决穩賽釙冊庫麩适绲挝鲅偬塏黾妪蠆

锔衔饥愛戏蝦诠鯊驥劌。

（16）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低于 60分的。
5. 投标费用
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6. 保密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违

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裊樣祕廬廂颤谚鍘羋蔺递灿扰谂鲂茎荊硨赘瀧絨緞梦灭

师箦鍾炖絳胇。

7. 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语言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

释。

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9. 踏勘现场
9.1.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的，投标人可自行前往工程施工场地对工程现场和其周

围环境进行踏勘。投标人没有对现场进行踏勘的，视同对招标项目现场已经了解。 仓嫗盤

紲嘱珑詁鍬齊驁絛鯛鱧俁鱿親鱸銳報內噜皲貢滲头歐萬郑鹊欏。

9.2. 投标人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9.3. 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9.4. 招标人可在招标文件中介绍工程场地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投标人在编制

投标文件时参考， 招标人不对投标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绽萬璉轆娛閬蛏鬮绾瀧恒

蟬轅紗鱼臚烦怼鉞锇铋畢儂浍启宫悦塤肮皺。

10. 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11. 分包
投标人应响应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6项规定的部分非主体、 非关键性工作的

分包内容、分包金额和接受分包的第三人资质要求等限制性条件。 骁顾燁鶚巯瀆蕪領鲡赙骠

弒綈閶魉齠钨讲泞荤籃恹窦溝况樂礪膃体繚。

(二)招标文件

12. 招标文件的组成
12.1. 招标文件由《专用本》和《通用本》组成，包括下列内容

第 1章 招标公告

第 2章 投标须知及投标须知前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