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政县罗家集镇农村供水改造工程（一期）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和政县罗家集镇农村供水改造工程（一期）项目已由和政县

水务局和水务发【2019】70 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从 2019 年财政涉农

整合资金解决。项目法人及招标人为和政县脱贫攻坚人饮工程项目办公室，

招标代理机构为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本项目和政罗家集农村供水改造工程是以农村供水为主

的集中供水工程，供水主要对象为罗家集镇农村人饮，涉及人口 9139 人，

近期设计水平年为 2019 年，设计供水人口 9139 人。远期设计水平年为 2034

年，远期设计供水人口 10229 人。设计最高日供水量 815.6m³。 

本工程为和政罗家集农村供水改造工程，供水规模为 815.6m³/d，设计

年供水量 16.6 万 m³。工程类型为 IV 型工程，工程等别为 V 等小（2）型，

主要建(构)筑物级别为 5 级，次要建筑物为 5 级。 

工程类型为 IV 供水工程。主要建筑物抗震设防烈度按Ⅷ度设防。管网

全日 24 小时供水。日变化系数 K 日＝1.3，时变化系数 K 时＝1.7。 

2.2 招标范围： 

本项目和政罗家集农村供水改造工程，新建 300m³圆形调蓄水池 1 座，

30m³圆形蓄水池 2 座，新建饮水干管 8540m，上下管道 1240m，分水管 323m；

新建支管 5 条 10431m,维修恢复穿现状混凝土路面 377m³。 

1、新建 300m ³圆形调蓄水池 1 座；新建引水干管 Dn200PE 管

1.6Mpa)1418m，Dn159 无缝钢管（δ =6mm）5232m，Dn159 无缝钢管（δ =8mm）



1890m，新建卡四麻分水管 DN50 无缝钢管钢管（δ =5mm）167m，分水管末

端新建 30m³圆形蓄水池 1座，新建腰套巴地沟分水管 DN50无缝钢管（δ =5mm）

156m，分水管末端新建 30m³圆形蓄水池 1 座； 

2、新建大坪支管 Dn110PE 管（1.6MPa）404m，Dn100 无缝钢管（δ =6mm）

406m，Dn80 无缝钢管（δ =6mm）1358m，Dn90PE 管（1.6MPa）202m； 

3、新建元咀支管 Dn50 螺旋焊管（δ =5mm）1508m，Dn63PE 管（1.6MPa）

834m； 

4、新建三岔沟支管 Dn50PE（1.6Mpa)管 1839m； 

5、新建丁家山及山庄沟支管 Dn50PE（1.6Mpa)管 2462m； 

6、新建北阳洼支管 Dn40PE 管（1.6Mpa)管 1418m； 

7、维修恢复穿现状混凝土路面 377m³。 

8、新建康家沟泵站上水管道 Dg377 螺旋焊接钢管（δ =9mm）1240m。 

2.3 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 90 日历天，计划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开工，

2019 年 9 月 9 日竣工。 

2.4 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为土建与安装工程、机电设备金属结构及管

件阀门采购、管材采购、钢管采购及监理共五个标段。具体标段划分如下： 

第一标段（土建与安装工程）：新建 300m³圆形调蓄水池 1 座，30m³圆

形蓄水池 2 座，新建饮水干管 8540m，上下管道 1240m，分水管 323m；新建

支管 5 条 10431m,维修恢复穿现状混凝土路面 377m³。 

第二标段（机电设备金属结构及管件阀门采购）：对罗家集水池分水井、

水池溢流管、输水干管及泄水管及阀门管件；泵站高压供电系统泵站低压

供配电及控制系统等机电设备及安装；调蓄水池工程、管道工程及上水工

程的金属结构设配及安装工程。 



第三标段（钢管采购）：DN50 无缝钢管（δ =5mm）167m、DN50 无缝钢管

（δ =5mm）156m、Dn100 无缝钢管（δ =6mm）406m、Dn80 无缝钢管（δ =6mm）

1358m、Dg377 螺旋焊接钢管（δ =9mm）1240m 等。 

第四标段（管材采购）：Dn200PE 管（1.6Mpa)1418m、Dn110PE 管（1.6MPa）

404m、Dn90PE 管（1.6MPa）202m、Dn63PE 管（1.6MPa）834m、Dn50PE（1.6Mpa)

管 1839m、Dn50PE（1.6Mpa)管 2462m、Dn40PE管（1.6Mpa)管 1418m、Dn315UPVC

管（1.0MPa）50m 等管材采购。 

第五标段（监理）：本工程全过程监理服务。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近 3 年财务状况良好；

近 3 年无介入诉讼仲裁案件，信誉良好。 

3.1.1 第一标段（土建与安装工程）：投标单位须具备主营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并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近 5 年有 3 项（或 3 项以上）类似工程施工经历，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相应标段施工的能力；投标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项目经理须持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

建造师资格证并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

业中级及以上职称；参与本标段工程建设的五大员及其它特种作业人员应

持有相应岗位资格证书；财务会计人员应持有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 

3.1.2 第二标段（机电设备金属结构及管件阀门采购）：投标人须为招

标产品的设备生产企业或代理商，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生产商

或代理商；（2）投标人为代理商注册资金必须在 1000 万元（不含 1000 万



元）以上； 投标人为生产厂家注册资金必须在 10000 万元（含 10000 万元）

以上；代理商代理的生产厂家或生产厂家代理的其它产品生产厂家的注册

资金必须在 10000 万元（含 10000 万元）以上；（3）代理商必须具有阀门、

电气设备生产企业的授权书（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

有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及有关证件（产品生产许可证、质量认证证书等其

它相关证书）；(4)生产企业必须具有产品生产许可证、质量认证证书等其

它相关证书；（5）近 5 年内承担过 3 项类似工程的货物供货业绩；（6）

生产企业或代理商所代理的生产企业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

本工程相应标段供货和全套配件的供应能力和售后服务能力，产品符合国

家标准，并通过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企业信誉。（7）

具有隶属关系的公司同时参加投标，只允许一家公司参加。 

3.1.3 第三标段（钢管采购）：投标人为钢管生产商或代理商，须具备：

（1）生产商或代理商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以上，代理商必

须具有钢管生产企业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委托书，并附有生产企业的基本

情况；（2）生产企业或代理商所代理的钢管生产企业须具有国家或行业规

定的招标材料专业生产许可证书，具有质量认证证书及其他相关证书；（3）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企业信誉，近 5 年内从事过 3 项以上类似项目的供

货业绩，并需具备相应的供货、技术及售后服务能力；（4）具有隶属关系

的公司同时参加投标，只允许一家公司参加；（5）代理商所代理的钢管生

产企业须与《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市场从业单位登记备案证》一致。 

3.1.4 第四标段（管材采购）：投标人须为招标产品的生产企业或代理

商，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生产商或代理商；（2）投标人为代



理商注册资金必须在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以上； 投标人为生产厂家

注册资金必须在 10000 万元（含 10000 万元）以上；代理商代理的生产厂

家或生产厂家代理的其它产品生产厂家的注册资金必须在 10000 万元（含

10000 万元）以上；（3）代理商必须具有管材生产企业的授权书（针对本

项目的唯一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有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及有关证件（产

品生产许可证、质量认证证书等其它相关证书）；(4)生产企业必须具有产

品生产许可证、质量认证证书等其它相关证书；（5）近 3 年内承担过至少

3 项类似工程的货物供货业绩；（6）生产企业或代理商所代理的生产企业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相应标段供货和全套配件的供

应能力和售后服务能力，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并通过国家质量体系认证。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企业信誉。（7）具有隶属关系的公司同时参加投标，

只允许一家公司参加。 

3.1.5 第五标段（监理）：投标人须同时持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监理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近三年有类似工程施工监理经历及

完成本工程施工监理的技术力量；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高级

及以上职称，并持有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建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并持有水利部颁发

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拟驻派现场的所有监理人员须为投

标单位注册在职人员（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该人员在该企业社会保险缴存凭

证）。 

3.2 所有参与本工程的投标人须在《甘肃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备案及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信用信息备案，并取得《甘肃省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市场从业单位登记备案证》。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借或以任何

方式挂靠、借用他人资质投标。同时，欢迎参与本次招投标的任何单位或

个人，以及社会各界就此进行监督、举报。 

3.4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

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4、网上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至 2019 年 5 月 9 日在

《甘肃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备案及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网上

报名后，登陆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在线报名并下载招标文件

（http://www.lxggzyjy.com/）。网上下载招标文件时间 2019 年 5 月 5 日

至 2019 年 5 月 9 日（每日 00:00-24:00）。  

4.2、招标文件费：免费  

注：为了规范交易平台的业务流程以及给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凡

是拟参与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人需先在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网

上注册，并获取数字证书，方可办理业务。注册成功后，投标人重新登录

系统进行投标报名，免费在线下载电子版标书，并依据系统生成的投标“子

账号”（系统会实时发送到投标人手机）交纳投标保证金。（详见《甘肃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最下端“公共服务平台”中“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投标

人使用说明”）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 10:00(北京时间)，地点为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三开标厅。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投标人可自行踏勘现场，交通工具自备，安全责任

自负，食宿自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在甘肃经济信息网、甘肃省水利厅网及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

网上发布。 

8、项目监管单位： 

临夏回族自治州水务局 

电话：0930-6212431 

9、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招 标 人：和政县脱贫攻坚人饮工程项目办公室 

联 系 人：唐延福       13099291430  

地      址：和政县三馆一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联 系 人：张亚琼      13919087172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115 号陇南大厦东楼 1904 室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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