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铁四局集团天津地铁 4 号线、济南地铁、萍乡高速项目

物资集中采购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TCE4C-WZCG-2018019

1. 招标条件

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天津地铁 4 号线、济南地铁 R2 线 6标、萍乡高速等项目

建设资金已落实，所需管片螺栓、防水材料、钢板、钢筋网片等物资已具备招标条件，现由中铁四

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组织进行公开招标。

2.招标依据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2《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令第 27 号）；

2.3《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令第 12 号）；

2.4《关于印发中铁四局集团工程物资招标采购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中铁四程［2017］136 号。

3.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

3.1 项目概况：

3.1.1 天津地铁 4 号线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 5 合同段项目概况：

天津地铁 4 号线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 5 合同段项目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中标，计划工期 791 日

历天；工程包含张贵庄站（不含）～昆俞路站（不含）～沂蒙路站（不含）～外环路站（不含），共

3盾构区间。区间双线长度约 5550.2 米，区间造价 1.66 亿;工程地址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津滨大道。

项目施工单位：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地铁 4 号线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 5 合同段项目

经理部。

3.1.2 天津地铁 4 号线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 11 合同段项目概况：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11合同段项目于2015年 8月 15日中标，计划工期1235

日历天；本项目共 1 站 2 区间，工程总造价 2.37 亿元。其中曲阜道站实际开工日期 2016 年 7 月 2

日，区间长 1.96 公里。工程地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与河西区交界处。项目施工单位：中铁四局集

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盾构分公司。

3.1.3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土建工程施工六标段：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土建工程施工六标段（简称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六标段项目部）位于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8.92 亿元，由中铁四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济南市轨

道交通 R2 线一期土建工程施工六标段项目经理部施工，计划开工日期：2017 年 1 月 31 日，计划竣

工日期：2019 年 7 月 31 日。施工主要内容为：2站 1 区间，即历黄路站、历黄路站～历山北路站区

间、（区间双线长度约 1.03 公里）历山北路站。施工范围为标段范围内的土建工程、安装预留预埋

工程、交通导改、管线迁改、既有道路破复及协调配合等。

3.1.4 中铁四局集团萍连高速 A6 标段



萍连高速 A6 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路基、桥涵、路线交叉、其他工程等。本标段起点 K45+000

位于六市乡黄桥村附近，在 K45+457 设六市互通连接 G319,之后沿山边布线，途径山口村，设山口

高架桥、洌源 1、2、3 号高架桥跨越洌源山溪河到达坊楼镇的红星村，之后路线平行 X145 县道布设

于山边，在 K55+130 处设分离立交上跨 X204 到达荷塘镇，沿打鼓岭山脚布线，途径佳山、唐家里、

珊溪、圳边、深塘等村，终于荷塘乡的宁家里村附近。本标段终点粧号为 K60+060,全长 15.06 公里，

路线总体呈南北走向，路线所经区域隶属于 莲花县的六市乡、坊楼镇、海潭垦殖场以及荷塘乡。本

项目合同工期 30 个月。

3.2 招标内容：物资品种、包件划分见附表 1。

4.投标人资格要求

4.1 本次招标投标人资格要求：

4.1.1 通用资格要求：

①营业范围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招标物资生产或

供应经验的生产厂或供应商，并且具有合法、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②财务能力要求：资金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实施本项目合同充足的资金保障能力；投标人为生

产厂的须具有 2015-2016 年或 2016-2017 年连续两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报告及

报表，投标人为代理商的须具有 2015-2016 年或 2016-2017 年连续两年的财务报告及报表。

③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生产厂具有有效的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并且具有近三年（2015、2016、2017 年）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针对投标物资质量检验报告

2份。

④供货业绩要求：投标人 2015 至 2017 年至少有 3份铁路工程或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供货业

绩相关证明材料。

⑤履约信用要求：最近两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而引起的诉讼

和仲裁；近两年不曾在合同中严重违约；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企业未处于禁止或取消投标状态；

未被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招标人所在集团公司列入“限制交易供应商名单”、

“不合格供应商名单”或“供应商黑名单”及关联公司。同时，要求提供至少三家同类投标物资已

供买方或使用单位出具的投标人履约情况证明。

4.1.2 专用资格要求：见附表 1.

4.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或关联单位投标。

4.3 投标人必须提供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物资，且制造地、生产线、生产工艺及原材料等

始终与投标承诺一致。

5.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投标人的资质审查采用资质后审的方式，评标办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6.招标文件的获取

6.1 本次招标文件仅采用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上以电子版方式发售.



6.2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2 日 17 时 00 分前（北京时

间，下同），在中国中铁电子商务采购平台上进行响应并按要求发送报名资料以购买招标文件，操

作流程如下：

6.2.1 首先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注册成为平台用户（须签订合同），

因合同双方签订有一定时间，建议提前操作。（客服热线 4006010100）

6.2.2 已注册成功的潜在投标人：请在招标文件获取的规定时间内，从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

平台登陆进入“供应商平台”对本次招标拟投包件进行响应（供应商在线投标简易操作指南获取：

http://www.crecgec.com/article-111-1.html）。

6.2.3 潜在投标人在响应后，请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将投标申请表（附表 2）、营业执照副本（加

盖公章）、投标联系人身份证扫描件（加盖公章）、标书款银行回单扫描件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

67595517@qq.com。并根据所需购买包件的招标文件售价以足额现金方式转入到招标组织单位指定账

户，（银行信息：开户名称：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账号：12081101040002519），在汇款单上注明标书款、项目名称及所投

包件号（如标书款 1190、济南地铁、GB-01），汇款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须完全一致。

6.3 招标组织单位收到上述信息核实后，潜在投标人在 2018 年 11 月 3 日 17 时 00 分前登陆中

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

6.4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详见附表 1（不提供发票），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与地点：

纸质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5日上午 10时 00 分（即为开标时间）；

递交地点：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工地模架中心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阳北路 454

号工地模架中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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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开标：

8.1 开标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00 分。

8.2 开标地点：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工地模架中心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阳

北路 454 号工地模架中心)。

届时请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按会场规定秩序参加。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和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www.chinabidding.com.cn）上同时发布。

10.招标人信息及相关单位联系方式

招标组织单位：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文浩 联系电话：055165242653

http://www.crecgec.com
mailto:标书款银行回单扫描件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sjwz001@163.com
mailto:标书款银行回单扫描件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sjwz001@163.com
http://www.crec/
http://www.crecgec.com/
http://www.chinabidding.com.cn/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张洼路 106 号中铁四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物资设备部

招标人：中铁四局集团天津地铁 4 号线 5 标项目经理部

联系人:张庆儒 联系电话：18856027301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道，夏新园凯东大厦 1 号楼东中铁四局

招标人：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盾构分公司

联系人:褚明才 联系电话：13312182191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阳工业园天河路与连水路交叉口向北 200 米

招标人：中铁四局集团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六标段项目经理部

联系人: 冯文奇 电话：18756042225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大街 205 号

招标人：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萍乡至莲花高速公路 A6 标项目经理部

联系人：李德录 联系电话：17891604518

联系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六市乡海潭村中铁四局四公司萍莲 A6 标项目部

2018 年 10 月 22 日



附表 1 招标物资包件划分表

序

号

物资

名称
包件号

计量

单位

包件

总量
投标人专用资格条件 收货人

招标文件

售价(元)

投标保证

金(万元)

1

管片螺栓

GPLS-01 套 123000

1.生产能力要求：投标产品生产厂须具备年产 50 万套的生产能力，

具有与生产管片螺栓产能配套的生产能力，生产工艺、装备必须符

合产业发展政策的相关规定。

2.财务能力要求：投标人的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 万人民币。

3.投标人具有至少两份近三年内地铁盾构施工项目投标物资供货业

绩相关证明材料（含合同协议书）。

4 其他：不允许代理商投标。

天津地铁

4号线5标

项目经理

部

300 5

2 GPLS-02 套 100000

天津地铁

4 号线 11

标项目经

理部

300 5

3

盾构防水

材料

FSCL-01 环 4700
1.生产能力要求：投标产品生产厂家需具备盾构防水材料生产能力，

生产工艺、装备必须符合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的相关规定，具有

有效的投标产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2.财务能力：生产厂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

3.投标人具有至少两份近三年内地铁盾构施工项目投标物资供货业

绩相关证明材料（含合同协议书）。

4.不允许代理商或投标。

天津地铁

4号线5标

项目经理

部

300 5

4 FSCL-02 环 3100

天津地铁

4 号线 11

标项目经

理部

300 5



序

号

物资

名称
包件号

计量

单位

包件

总量
投标人专用资格条件 收货人

招标文件

售价(元)

投标保证

金(万元)

5 钢板 GB-01 吨 1830

1.生产能力：投标产品生产厂须具备型材年产 50 万吨以上的生产能

力，自身具有与钢材产能配套的炼钢能力，生产工艺、装备必须符

合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的相关规定，具有有效的投标产品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2.财务能力：代理商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 万人民币。

3.其他要求：代理商必须具有满足本资格条件要求的生产厂出具的

授权函，生产厂不得与其授权的代理商在同一包件中投标；生产厂

或代理商应具备跨地域供应、集散能力。

济南轨道

交通R2线

6 标

300 5

6 钢筋网片 WP-01 吨 1000

1.生产能力：投标产品生产厂家具备钢筋网片年产 5 万吨及以上的

生产能力，原材生产厂具有有效的冷轧带肋钢筋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生产厂生产工艺、装备必须符合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的

等相关规定。

2.财务能力：生产厂注册资金不低于 2000 万人民币，代理商注册资

金不低于 1000 万元。

3.其他要求：代理商可以代理多个厂家的产品参与投标，但必须具

有满足本资格条件要求的生产厂出具的针对投标包件的唯一授权

函，生产厂不得与其授权的代理商在同一包件中投标。

萍莲高速

高速
300 5

注：招标物资的具体规格，交货地点，需求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附表 2

投 标 申 请 表

招标编号：CTCE4C-WZCG-2018019

投标项目名称 中铁四局集团 XX 项目物资集中招标采购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人委托人

投标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1.申请投标包件：

2.其它说明：

投标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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