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
"1市

″機ハ 姜な詢有漱パ・■
姿格預常文件

幣高晏不エー体化 PPP項 目

芥格預常え件

勁こ的項 目編

来  的 人 :

采胸代JIれ杓 :

二0二0年十二



氷力1ヤ″痣ハ姜る10有嘔バ司
姿lt8萩 常丈件

第一章

1、

2、

8、

9、

第二章

1、

2、

３

　

　

　

４

　

　

　

５

　

　

　

６

　

　

　

７

目 永

資格預常公告………………………………………………………………1

釆殉項目……………………………………………………………………1

采殉需求……………………………………………………………………1

申清人姿格要求……………………………………………………………4

姿格預常的労法……………………………………………………………5

資格萩常文件的荻取………………………………………………………6

資格預常文件的提交………………………………………………………6

公告媒介……………………………………………………………………6

其他悦明………………………………………………………………… 6̈

躾系方式…………………………………

申清人須知_…………………………

恙ス1.………………………………………1

姿格萩常文件…………………………………
「

………………21

2.1贅格萩常文件的須成.………………………………………………21

22姿格萩常文件的澄清………………………………

23姿格預常文件的修茨……………………………

2.4延 K提交姿格預常申清文件的裁上HI同………

3、 姿格萩常文件的編lll……………………………………

3.1資格預常文件的姐咸………………………………………………22

32姿格萩常申靖文件的編市1要求……………………………………23

０
４
　
　

　
　

つ
４

・　　′一　　ョ「　　　一　
”）
」　　・



0'1■:な鳥:4丸itllll:i含ノ

4、

5、

6、

資格預常丈件

33姿格預常文件的装■、答字………………………………………・25

姿/1g萩 常申清文件的通交.………………………………………………・25

41姿格萩常文件的密封和林袂.………………………………………25

42姿格萩常文件的通交………………………………………………26

姿格萩常申清文件的常査……………………………………………… 26

51汗軍不姐……………………………………………………………26

52資格萩常.……………………………………………………………27

通知和硫袂.……………………………………………………………… 27

6.1通知.…………………………………………………………………27

62解経…………………………………………………………………27

63魂汰……………………

申情人的資格茨交……………

8、 妃律与上督……………………

81汗禁賄賂 ………………………■

82不得千枕姿格萩常工作…………………………………………… 28

83保密 …………………………………………………………………28

84投訴…………………………………

9、 需要ネト充的共他内容………………

9_1申済規定………………………

92姿格萩常申情文件的修茨………… 1

け
‘

93采的人的叔禾1………………………………………………………29



*rtlfrT t*",i.*€.ro d 9.a\ 4
資格預常文件

第二章 資格常査的亦法 …………………………  ̈ … 30

1、 常査亦法 ……………………………… . …  31

2、 常査赤准………………………………………………………………… 31

2.1初歩常査林准……………………………………………………… 31

22姿格常査赤准………………………………………………………31

3、 常査程序¨

`

¨̈ ・̈・̈ ・̈・“・・̈ ¨̈・・・・̈ ¨̈ ¨̈ …31

31初歩常査…………………… .… ……………………………31

32洋如常査……………………………………………………………31

33姿格萩常申情文件的澄清… ‐    ‐   ¨̈ ―‐    ‐ 32

4、

第四章

1、

2、

3、

4、

5、

常査結果 …………

資格預市申清文件格

姿格萩常申情函…

法定代表人資格江明書…    
｀`一一″′

法定代表人身分II夏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叔委托牟………………………………

¨̈     ¨̈     ̈33

…41

授板代表人身分江夏印件………………………………………………42

申情人基本情況表………………………
６

　

　

　

７

駄合体佛決ギ…………………

 ̈. 43

 ̈ .̈ 44

8、 履行合同所文需的没各
～
寺立技木能蜀■:Ⅲ…【「̈ 尊̈、̈ノ…………45

9、 項目立墳江明材料隻印件…………………` こ……
“
ノ魚……………46

10、 2020年任意 3不月幼税江明和社会保障資金数幼柾明………………47



深
"1ヤ

オ稔ハ典

`詢
有颯ハ

11、 2020年任意3企

投林人未被列入信用ギ

投林減信承労牟

企全と菅立執照隻印件
41

姿格預章丈件

2019年財芥常廿根告夏 F「 件

. . 48

２

　

　

３

　

　

４



姿格預常文件

第一章

根据 《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賄法》、 《中

林法》和《政府和社会資本合作項目政府釆驚管

行政法規規定,帷高具不二一体化 PPP項 目(項

已姪由|に高具人民政府批准実施,井授叔lに高具市攻目 局作カ

項目実施4/L胸 ,井 由怖高去人民政府委礼皓高芸市政園林管理局作カ
′

采殉人対本項目逃行社会資本来婢,由深功1市万徳公共盗均有限公司

作力釆殉代理机柏対咳項目釆取公升招林方式逃捧社会資本方。現洛

資格萩常有美事宜公告タロ下,特遂清符合条件的社会資本 (以下筒称

“申情人
″)参寺資格預常:

1、 采胸項 目

1.1項 目名称:帷高具不エー体化PPP項 目    ,

1.2項 目編号:wdzx202001

2、 釆驚需求

2.1項 目服弁萩算

皓高姜現有不工作立面釈釣2740万ぽ (最終作立面秋以第二方

澳1会公司出具的淑1量技告力准),共中:芸城作立面釈釣600万ぽ;

多慎作立面釈釣 1300万ぽ(慎墟部分 600万ぽ,水村部分700万ぽ);

水域作立面釈釣840万 r(文瀾河等内河湖350万r,河津70万ぽ;

1

1.3釆蜘方式:公升紹林

1.4項 目授板主体:1缶高芸人

1.5項 目実施机杓:皓高芸市政園

1.6項 目采殉人:皓高去市」TA国ホ管

昔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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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周辺海域 350万ぽ,海泄面釈 70万ぽ);生活泣坂牧近

250 ut/夭 (芸城 100叱/夭 ,多 鎮 150叱/夭 ),公厠 H5座 (合

在建)。

本項目対具城清掏保浩服弁、多鎮 (水村)清担保浩服弁、泣坂

介(最清近、水域保浩、/AN共厠所近菅管理及泣坂分炎六企林

終按中林単介井結合実陸作立数量辻行十費):

(1)具城清き、 浩妹合単介力 10.28元 /

釣 6168万元/年 ;

(2)多 鎮 は 村)清指保浩踪合単介力 5,74

近昔奏釣 7462万元/年 ;

(3)泣坂清込分項単介 128.25元 /口屯,分項年退菅費釣 1170.28

万元/年 :

(4)水域保浩妹合単介 1.5元 /ぽ0年 ,分項年返菅奏釣 1260.00

万元/年 ;

(5)/AN厠近行分項単介 10万元 分項年近菅費釣 1150

万元/年 ;

(6)生活泣坂分炎服弁宗

釣 252万元/年 ;

,分項年近菅費

以上年度恙退菅奏釣 17462.28

2.2項 目退菅内容

熱入本次不エー体化的項目疱曰力皓高具仝域不工作立,項 目内

容主要包括:(1)具城、多鎮
～
水村的道路、録化帯、公困、片場

等/AN共場所 (合政府付費的具委具政府大院、学校、医院等/AN共力、公

場所)清掏保浩服芥;(2)具城、多慎和水村的泣坂ll■ 集清込;(3)

内河湖泊和海域等水域保浩;(4)公共厠所近菅管理;(5)姜城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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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泣坂分美 (拭点);(6)不工寺用率柄和没施浚各的配畳々更

新管理;(7)特殊情況下的不工保障等服弁。

2.3項 目込作模式

本項目似釆用 PPP模式。静に高奥人民政府

管理局 (以下筒称 “市政局")作力本項目的

林的方式,水而弓1入西家以上的不工企立共

争机十1。 由政府方出資代表皓高奥城慎建没授

担咳項目的投融資、込菅雄ナ及移交工作。

両家項目公司分男1由 中林社会資本々帷高城投在惰高具合資成

立。怖高城投以埜第二方姿声坪借机杓対現有的国有不工机械没各坪

借后的介値注入項目公司,持股比例力 30%;剰 余資本金的鉄口部分

由/il会資本以貨市出資,持股 70%。 毎家項目公司的注般資本不得低

千5000万元,HF社会資本的出資不得低千350Q´ 城投的出

資イミイ旱イ氏f1500ラ7ラL(談り鉱坪借りヽイ民f151(:〕詩:1誠 怖高

城投以貨市資金ネト足,ネト足叶限与社会資本計 =致 )。

社会資本出姿不能力債券性資金,外須カ

在項目/AN司 成立后 30国 内実験自身出資部分的 50%至項目公司在銀

行升立的寺用敗声,剰余注冊資本泣在項目公司成立后60日 内全部

実験到位。項目公司注汁資本鉢須用千本項目的不工率輌、没各投入、

不エエ人的工姿支出,不得椰作他用。

升招

尭

筒称

司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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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木各方同股同板,接照実験出資比4rl参有項目公司分_21。 姪菅

期内,項 目公司通辻向政府牧取不工作立服券費荻得投資回技。合作

期満后,項 目公司終項目所有相美浚施元僕移交分市攻局或共指定机

胸。

2.4項 目合作期

本項目浚定合作月期力 15年 ,以答署体
′

3、 申清人資格要求

3.1主体要求:

3.1.1在 中学人民共が国注般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責任能力的

法人 (提供有数的菅立執照、姐須机杓代■iIE和 税券登泥IIE或三江合

一的菅立執照隻印件か蓋公章)。

3.1.2具有良好的商立信誉利健仝的財外会廿制度 (需提供 2020

年任意3企月投林単位財弁扱表或提供η19年度会tt岬事券所出具

的財券常廿扱告)。分 甲 レ1(χ 百 ノ 。

′

3.1.3有依法警で待含F〒資(
今月納税江明利社会保障資金的江明|)11。

3.14参か政府釆殉活動前二年 「`

泥 永 (投 林 人 必 須 力 未 被 列 入 信 甲 圭 Ξ
=二

i

師剛.creditchina.gov.cn)的 “失信被執行人"、 “重■■ィi云 三

件当事人名単"、 “政府釆賄汗重辻法失信名単
″
争===〒 手FF三

価Ⅳ.ccgp.gov.cn)的 “政府釆賄汗重辻法人信行十三量
=三

~「 ニ

立商 (提供升林 lll日 前 15夭 内的査洵錯果F頁ま
=二 =三 二=_

章)。

裁
=:i百

三=if

米力l●グ樵ハ■
`詢

有家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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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投林人又須具有履行合同所外需的没各
～

寺立技木能力

(需提供承労函)。

3.16単位負責人力同一人或者存在宜接控股、管理美系的不同

供泣商,不得同時参か本項目的投林活劫。力本項目提供整体浚汁、

規茫編lll或者項目管理、監理、桂淑1等服外的供泣 本項

目的投林活劫。

32立蒙要求:至投林裁止日,至少承微
′

以上的不エー体化項目;(提供与政府方答iT的

没有林明服分面釈,ス1需提供由跡袂原采賄単位出ズ

33投林人又須対本項目内所有的内容逃行投林,不允寺只対共

中部分内容逃行投林,否ス1祝力元妓投林。

3.4本項目接受咲合体投林,但朕合体成長不得起辻両家 :

(1)駄合体中的単一成長須満足 “立躾要求"項 ;

(2)咲合体各咸貝均需満足 “主体要求
″
項 ;

(3)以合体各方又須答河以合体体袂,裁吟 好双方枚利又芥 ;

(4)咲合体泣提交咲合体各方答字蓋章的咲合体称袂事釣定咲

合体各咸貝単位在躾合体中的出資比例及枚利又芥;明魂辱合体的牽

共方;明碗駄合体各方就本項目投林事宜承担逹帯責任;.1)、

(5)咲全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又単独1或加入其他黙本体参加
`

姿格萩章;咲合体通辻姿格預常后,成長狙
、

股板比
4,取責分エ

等主要条款不得改交。           ~‐ ・`‐́ ‐

4、 資格萩常的方法

本項目資格預常釆用合格tll(具体汗常亦法几資格萩常文件)。

姪初歩常査和洋如常査,合格的申斎人可参々尭争。未参カロ本次資格

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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萩常的申清人及未通辻本次資格萩常的申清人不得逃入下一聡釆殉

活動。

5、 資格萩常文件的荻取

5.1回 址:査看采噛公告及下載采賄文件。登陪全国公共資源交

易平合 (海南省)(http://zw.hainan_gov.cn/

逃捧 “交易公告"寺杜査看政府釆賄公告,免費

5.2傷介:0完/分。

6、 資格預常文件的提交

6.1資格萩常文件的俎成和格式的要求洋几第二章 “申清人須

知
″

。

6.2提交姿格萩常申清文件裁至叶同:2021年 1月 4日 08:30。

6.3提交資格萩常申清文件地点:海南省/AN共資源交易服券中′む

6.4逍期提交或者未送速指定地点的繁た萩常申情え輩
1         1      ‐ 

‐

=
|、

                     1,

7、 /Ak告媒介

資格預常公告、澄清、更正、通知等与本項目有美的信息均在中

国政府采殉図 (http:〃Ⅵ″wo ccgp.gOv.cn)、 中国海南省政府釆殉回

(http://、vww.ccgp hainan.gov.cn)及 全国公共資源交易平台 (海

南省)(http://zw.hainan.gov.cn/ggzy/)上友布。

8、 其他滉明

予接

受。

(海 口市国米大道9号 )202升林室,政口有匁功男行通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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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資格萩常文件遊交結東后,采殉人終俎奴資格萩申委員会対

所有遊交資格萩市申清文件的社会資本方逃行姿格萩申,井接規定終

資格萩常磐呆告知所有申情人。

8.2釆殉人向近ミ資格預常的申清人友出投林遂清函。未牧至1投

林遂情函的申清人只1未能入地成力本項目的尭林人,釆殉人利釆賄代

理机杓対此不承担解稀的責任。

8.3采賄人者向通辻資格預常的社会資本方友告 《招林文件》 ,

′

具体友告叶日、方式及地点男行通知。

9、 瑛系方式

9.1釆賄人:1缶高具市政園林管理局

地址:皓高具怖城鎮文明中路

駄系人:王先生

屯所f: 0898-28260008

9.2釆殉代理机柏:深)1市万従公共盗洵有限公司

地址:深〕1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93号 中信人夏 10楼 1003室

屯子苗ド箱:515072698@qq.com

咲系人:符先生

屯t舌 : 17689769988

深劫1市万徳

友布llf日 :2



资格预审文件

8

第二章 申请人须知

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1 采购人

名称：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

地址：临高县临城镇文明中路

联系人：王先生

电 话：0898-28260008

2 采购代理机构

名称：深圳市万德公共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93 号中

信大厦 10 楼 1003 室

联系人：符先生

电 话：17689769988

3 项目名称 临高县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

4 项目地点 临高县

5 合作期 15 年（以签署协议生效日起计算）

6 质量要求 见项目概况

7 申请人资格条件 见项目资格预审公告

8
是否接受联合体

资格预审申请

接受。联合体成员数量不得超过 2家，要

求见资格预审公告。

9
申请人要求澄清

资格预审文件的截至时间
资格预审文件发售截止日后 5天内

10
采购人澄清、修改资格

预审文件的截至时间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日 3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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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11
申请人确认收到

资格预审文件澄清的时间
收到澄清后 24 小时内（以发出时间为准）

12 项目业绩证明文件 截至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日

13 签字或盖章要求

1、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求签字或盖章的

地方需要按要求签字或盖章。若申请人为

联合体，如无特殊要求，本资格预审盖章

均盖联合体牵头方公章。

2、资格预审文件正本需逐页盖章。

14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副本份

数、电子版份数

1、正本份数 1 份；副本份数 6 份，电子

文件 2份。

2、电子文件即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电子版

U盘（包含投标文件 Word 版本，PDF 版本

各 1份）。

3、副本正文内容可以是正本签字盖章后

的复制件，副本封面可以单独制作；申请

人也可单独对副本签字盖章，但应保证与

正本一致，若有不一致，以正本为准。

15 资格预审文件装订要求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编制目录，并且从目

录开始逐页标注连续页码，其正本与副本

应分别采用 A4 纸胶装成册，不得采用活

页夹。

16 资格预审文件的封装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正本、副本、电子文

件应分开包装，加贴封条，并在封套的封

口处加盖社会资本公章。

17 封套上写明

临高县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

项目编号：wdzx202001

在 2021年 1月 4日 8时 30分前不得开启

申请人的全称：

17 申请截止日期 2021 年 1 月 4 日 8 时 30 分（北京时间）

18
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

地点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9
是否退还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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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20 评审小组构成和确定方式
评审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 7

人组成，其中采购人代表 2人，专家 5人

21 资格预审时间 2020 年 1 月 4 日 8 时 30 分（北京时间）

22 资格审查方法 合格制

23 资格预审结果的确认时间
申请人收到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后 24

小时内（以发出时间为准）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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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知正文

1、总则

1.1 法律依据

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1.1.3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

1.1.6 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1.2 项目概况

1.2.1 本项目采购人：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

1.2.2 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深圳市万德公共咨询有限公司；

1.2.3 本项目名称：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1.2.4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运作模式：本项目采取 PPP 模式。由社会资本与政府方出

资代表临高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负责临

高县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的投融资、维护运营和移交工作。

2.项目内容：纳入本次环卫一体化的项目范围为临高县全域环卫

作业，项目内容主要包括：（1）县城和乡镇的道路、绿化带、公园、

广场等公共场所（含政府付费的县委县政府大院、学校、医院等公共

办公场所）清扫保洁服务；（2）县城和乡镇的垃圾收集清运；（3）

内河湖泊和海域等水域保洁；（4）公共厕所运营管理；（5）县城范

围内垃圾分类（试点）；（6）环卫专用车辆和设施设备的配置与更

新管理；（7）特殊情况下的环卫保障等服务。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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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道路清扫保洁

临高县道路清扫保洁范围内总面积预估为 1900 万㎡，其中，县

城作业面积为 600 万㎡，乡镇作业面积 1300 万㎡（最终作业面积以

第三方测绘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为准）。作业内容和作业要求主要包

括：

（1）县城作业内容主要包括：

①主次干道（含人行天桥）、街巷路面和“墙到墙”新增区域的

清扫、清洗、保洁、洒水降尘，道路绿化带的垃圾捡拾和保洁；

②道路“墙到墙”之间所有构筑物和构件两米以下范围内乱张贴

和乱涂写的清理和保洁；

③道路“墙到墙”范围内垃圾桶、果皮箱等垃圾收集容器的购置、

清掏、清洗保洁、维护及更新；

④路名牌、指路牌、交通护栏等以及路灯杆、交通指示牌杆等两

米以下部分的清洗保洁及雨水篦子的清掏；

⑤政府付费的县委县政府大院、学校、医院等公共办公场所的垃

圾捡拾和保洁。

（2）乡镇作业内容主要包括：

①主干道、次干道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街巷路面

和“墙到墙”区域、乡镇村庄内公共区域等清扫、清洗、保洁、洒水

降尘及路面硬化范围内的杂草清理，道路绿化带的垃圾捡拾和保洁；

②道路“墙到墙”之间所有构筑物和构件两米以下范围内张贴和

乱涂写的清理和保洁；

③范围内果皮箱、垃圾桶等垃圾收集容器的购置、清掏、清洗保

洁、维护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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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路名牌、指路牌、交通护栏等以及路灯杆、交通指示牌杆等两

米以下部分的清洗保洁及雨水篦子的清掏；

⑤范围内散落垃圾、畜禽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的清理和捡拾；

⑥项目合作范围外，各村镇道路、水域保洁范围内应对可视范围

内（如空旷地）的垃圾捡拾。

（3）作业要求

A.作业方式：普扫+保洁

B.普扫时间及频次要求

1）县域范围

①人工清扫：工作时间应为 5:00 至 8:00，每天在工作时间段完

成一遍普扫；

②机械化清扫：工作时间应为 4:00 至 8:00，每天在工作时间段

内完成一遍普扫。

2）镇墟范围

①人工清扫：工作时间应为 6:00 至 8:00，每天在工作时间段完

成一遍普扫；

②机械化清扫：工作时间应为 5:00 至 8:00，每天在工作时间段

内完成一遍普扫。

3）农村范围

①人工清扫：工作时间应为 6:00 至 11:00，每天在工作时间段

内完成一遍普扫；

②机械化清扫：工作时间应为 6:00 至 11:00，每周在工作时间

段内完成一遍普扫。

C.普扫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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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干扫”，做到喷雾清扫不扬尘、不漏扫。

D.保洁时间及频次要求

1）县域范围：工作时间应为 5:00 至 24:00，每天巡回保洁;

2）镇墟范围：工作时间应为 5:00 至 21:00，每天巡回保洁；

3）农村范围：工作时间应为 6:00 至 18:00，每天巡回保洁。

E.保洁作业要求

1）保洁车辆

①保洁车辆应配挂安全标志牌；

②保洁车辆作业完毕，车箱内达到无残留垃圾杂物，干净整洁；

③保洁车辆应定期油饰和维修，保持完好无损。

2）保洁作业人员服装

①保洁作业人员应安全作业，配备安全防护用品；

②保洁作业人员应统一工作服装，服装要色调明快、醒目，穿戴

应整齐、干净。

F.冲洗时间及频次要求

①县域范围：工作时间应为 5:00 至 8:00 和 15:00 至 18:00，每

天完成两遍冲洗；

②镇墟范围：工作时间应为 5:00 至 8:00，每天完成一遍冲洗；

③农村范围：工作时间应为 6:00 至 11:00，每周完成一遍冲洗。

G.冲洗作业要求

冲洗后路面应干净，下水口不堵塞；洒水车不得倒车洒水。

H.道路及公共区域清扫保洁质量要求：

①道路路面、人行道、树池、绿化带等无堆积物，无果皮纸屑，

无砖瓦土石，无烟蒂痰迹，无槟榔水污渍，无积泥积尘积水，无人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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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呕吐物，无灰带和废弃物，构筑物无乱张贴和乱涂写现象。达到

路面净、路沟净、墙根净、绿带净、下水篦净，道路无尘见本色，车

过无扬尘；

②环卫作业服务单位对范围内道路按保洁时间要求实行全区域

全时段作业。道路路面上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大件废弃物、砖头

瓦块、滴撒漏污物、雨水篦子夹藏的垃圾杂物等要及时组织清理。路

沿石要定时清洗，人行道及树池杂草要及时清除；清扫的垃圾及时收

运到指定的垃圾收集地点，不得将垃圾扫入雨水口、边沟、绿地，不

得漏扫、甩扫，控制扬尘，不准随意倾倒，避免妨碍行人，不得焚烧

垃圾；

③辖区清扫保洁范围内与居委会、小区物业、单位等有交叉争议

的道路清扫保洁由服务单位负责，其产生的生活垃圾、无主建筑垃圾

由服务单位负责清理、收集清运，不得遗留卫生死角；

④道路污染要及时清理。夏季高温季节要适时对道路实施喷雾防

暑降尘作业；

⑤清扫作业时严格按规定使用清扫保洁工具和设备，清扫工具、

设备存放在隐蔽位置，不得影响镇容村貌；

⑥垃圾收集箱、果皮箱的垃圾每天至少清掏一次，每两天至少清

洗一次，保持箱体干净；保持箱体密闭，放置垃圾袋，实行垃圾袋收

集，箱体干净整洁、无污垢、无乱涂画张贴，箱体周围地面无洒落和

污水；及时维修、油漆翻新陈旧、破损垃圾箱，及时更换无法使用的

垃圾箱，完好率不低于 99%；

⑦道路两侧的建筑物外墙无明显污迹，无乱张贴、乱涂写和过时

破损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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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道路两侧路名牌、指路牌、交通护栏以及路灯杆、交通指示牌

杆等两米以下部分无污迹、积尘；

⑨公交站应保持整洁，其保洁质量应与道路保洁质量标准相同。

1.2.4.2 水域保洁

临高县水域作业面积约 840 万㎡（文澜河等内河湖 350 万㎡，河

滩 70万㎡；村镇、渔港周边海域 350 万㎡，海滩 70 万㎡，最终作业

面积以第三方测绘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为准）。作业内容和作业要求

主要包括：

（1）作业内容

①区域内水面保洁、岸坡保洁及平台、码头、驳岸墙、栏杆及橡

胶坝等设施保洁；

②水面漂浮物清除，打捞水面垃圾和水生植物；

③清除水域内阻水物(含乱种、乱搭、乱建、乱倒)及桥墩，河岸

滞留垃圾；

④海岸、沙滩、滩涂、堤岸保洁，清除沿岸、护坡枯枝落叶、废

弃杂物和暴露垃圾；

⑤定期清洗防汛墙、驳岸等建(构)筑物以及水上公共设备；

⑥清理岸坡垃圾(包括建筑垃圾)，发现重大水体污染事件应及时

向主管部门报告。

（2）作业要求

①水域保洁作业船舶宜选用清洁能源或无油污染、噪音低的环保

型船舶，并应安全可靠。船舶作业和停靠应符合港航主管部门管理要

求，不应影响其他船舶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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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作业船只船容应整洁，无明显污渍和破损；废弃物储存设施应

整洁、完好，无残余物品吊挂。

③在废弃物储存、转运过程中应采用遮盖等作业措施。

④水域保洁作业应根据作业时间、作业区域合理配置设施、设备、

人员。

⑤打捞清除的漂浮废弃物应在制定的场所转运、装卸，应日收日

清、定时、定点，并将垃圾纳入当地垃圾收运系统。

⑥保洁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除散落废弃物，并应清洗作业装备。

⑦水上公共设施应巡回保洁，并应及时清除外立面污染物、水线

附着物。吊挂垃圾或影响环境的水生植物。

⑧水面保洁作业可根据水域特点在漂浮废弃物易聚集处设置漂

浮物拦截设施。

⑨漂浮物废弃物拦截设施应保持外形完好，并宜采取遮盖措施；

被拦截的废弃物应及时清除，不得满溢，应避免垃圾裸露。

⑩发现漂浮物废弃物时，作业船只应减速慢行。打捞。漂浮废弃

物应及时送入船舱。

○11 对不易打捞入船的体积较大的漂浮废弃物，应按相关规定，

妥善处理。

○12 防汛墙、驳岸等建（构）筑物以及水上公共设备要定期进行

清洗，保持清洁。

○13 海岸、滩涂、堤岸，应根据潮汐、风向等自然条件，采用保

洁设备或人工巡回保洁，清除沿岸、护坡枯枝落叶、废弃杂物和暴露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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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及时清理岸坡垃圾（包括建筑垃圾），发现重大水体污染事

件应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15 突发性事件中产生的漂浮废弃物，保洁作业单位应根据应急

预案开展应急作业，并在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处置。

○16 灾害性天气结束后应及时组织力量进行应急保洁，及时清除

各种漂浮废弃物。

1.2.4.3 垃圾清运

临高县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50 吨/天，其中，县城 100 吨/

天，乡镇 150 吨/天，作业内容和作业要求主要包括：

（1）作业内容

①道路清扫作业和沿途垃圾收集容器清掏所产生生活垃圾的收

集、清运；

②范围内单位、居民小区、村庄产生的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

③范围内无主生活垃圾、无主建筑垃圾的收集、清运。

（2）作业要求

①生活垃圾的收集工作，应做到定时定点、日产日清，不得堆积、

滞留污染；

②垃圾收集容器应定位设置、摆放整齐，方便居民投放。收集点

及周围 5m内应整洁，无散落、留存垃圾和污水；

③垃圾收集采取密闭方式，逐步推行分类收集、垃圾收集容器应

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体干净；构筑物内外墙面不得有明

显积尘、污迹；

④垃圾收集站点应定期喷洒消毒、灭蚊蝇药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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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收集搬运过程无遗漏、无撒漏、无渗滤液地漏；垃圾收集车向

垃圾转运站运送垃圾的过程应覆盖密闭，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1.2.4.4 公厕运营

临高县城范围内全部固定公共厕所，目前为 115 座（具体数量以

实际运营时的数量为准）。作业内容和要求主要包括：

（1）作业内容

①公厕有专人管理，向公众免费开放；

②公厕配套设施设备的维护、更新和改造；

③公厕化粪池的清掏、粪渣的清运；

（2）作业要求

公厕卫生标准必须达到或高于国家二类公厕标准，若移交的公厕

低于二类标准，所发生的改造费用由市政局承担；若移交的公厕低于

二类标准且不再更新改造，该类公厕的年度运营维护费按照二类公厕

年度运营维护费的 70%计取。

1.2.4.5 垃圾分类

临高县城区生活垃圾分类作业内容和要求主要包括：

（1）作业内容

①建立垃圾分类投放日常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开展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

②监督垃圾分类投放行为，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要求

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及时报告市政局；

③组织垃圾分类投放，保持分类收集容器完好、整洁；

④将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的垃圾或者从细分类垃圾箱中收集到

的垃圾进行统一收集，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及易腐垃圾运输至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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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县县城指定的暂存点，并对易腐垃圾进行堆肥等资源化利用，将其

他垃圾运输至政府指定地点；

⑤开展垃圾分类的计量管理等工作。

（2）作业要求

①项目服务合同签订后，服务单位须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市政局

提交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经市政局批准同意后执行；

②广泛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并结合居民委员会参与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当好垃圾分类宣传员、督导员、志愿者；

③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要求，实施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作业，完成作业后及时将垃圾收集容器复位并清理作业场地；

④保证运输工具密闭、整洁、完好，不得飞扬、撒漏、吊挂生活

垃圾；

⑤及时处理收集到的垃圾，避免二次污染。

1.2.4.5 环卫专用车辆和设施设备的配置与更新管理

①环卫机械化作业所需清扫、洗扫、保洁、洒水、冲洗和垃圾清

运车辆的配置、更新、维护及日常管理；

②辖区范围内垃圾桶和果皮箱的配置及其他环卫设施的设置。

1.2.4.6 特殊情况下的环卫保障

①突发应急事件或大型检查、重大活动保障等环卫应急保障；

②中心风力 13 级（不含 13 级）以下强台风期间、单日（24 小

时）内降水量低于 100 毫米（不含 100 毫米）暴雨期间的环卫保障等。

1.3 申请人的资格条件

见本项目资格预审公告。

1.4 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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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用属于外，来往文件均使用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

文注释。

1.5 时间单位

除资格预审文件中另有规定，资格预审文件中所使用的时间单位

“天”、“日”均指日历天、时分均为北京时间。

1.6 费用承担

申请人准备和参加资格预审发生的费用自理。

2、资格预审文件

2.1 资格预审文件的组成

2.1.1 本次资格预审文件包括资格预审公告、申请人须知、资格

审查办法、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以及根据本章第 2.2 款对资格预

审文件的澄清和第 2.3 款对资格预审文件的修改。

2.1.2 当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等在同一内

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

2.2 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

2.2.1 申请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资格预审文件的全部内容。如有

疑问，应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包括信函、

电报、传真等可以有形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下同)要求采购人对资

格预审文件进行澄清。

2.2.2 采购人应在合理的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将澄清内容发给所

有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申请人，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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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申请人收到澄清后，应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内

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确认已收到该澄清。否则，即视为同意和接

受该内容。

2.3 资格预审文件的修改

2.3.1 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采购人可以书面形式

通知申请人修改资格预审文件。

2.3.2 申请人收到修改的内容后，应在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

时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确认已收到该修改。否则，即视为同

意和接受该内容。

2.4 延长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

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的，采购人

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澄清或者修改文件的时间，应当在提交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3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资格预审

文件的申请人；不足上述时间的，应当顺延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

截止时间，具体时间应当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通知予以明确。

3、资格预审文件的编制

3.1 资格预审文件的组成

3.1.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资格预审申请函；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如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如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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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为联合体，须授权委托于同一

人）；

（5）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6）申请人基本情况表（如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7）联合体协议书；

（8）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承诺函）；

（9）项目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如为联合体，由联合体一方提

供）；

（10）2020 年任意 3个月纳税证明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如

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11）2020 年任意 3 个月投标单位财务报表或财务审计报告复

印件（如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 12 ） 投 标 人 必 须 为 未 被 列 入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

应商（提供开标时间前 15天内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

如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13）投标诚信承诺书（如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1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如为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

3.1.2 申请人没有组成联合体的，资格预审文件不包括本章第

3.1.1（7）所指的联合体协议书。

3.2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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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按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

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并作为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

成部分。

3.2.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以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其中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必须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必须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签章（如果由申请

人的法定代表人亲自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则不需提交授权委托

书）。

3.2.3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 3.1.1 所列（1）（2）（4）（4）（5）

按照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列格式填写。若申请人为联合体，“资

格预审申请函”需要署名的地方须填写联合体各方名称（由各方加盖

公章），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分别由联合体各方出具并盖章，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分别由联合体各方授权同一人（授权人代表人只能

为一人）。

3.2.4“申请人基本情况表”按照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列

格式填写，若旧版，则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全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全本）和税务登记证（全本）；若新版，则附“三证合一”的营

业执照副本（全本）复印件。同时，附上公司章程复印件。证件和章

程均应加盖对应联合体成员公章。

3.2.5“联合体协议书”按照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列格式

填写。

3.2.6“项目业绩证明文件复印件”应附与政府方签订的协议复

印件，如协议没有标明服务面积，则需提供由协议原采购单位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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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证明。若申请人为联合体，此项需满足第一章“3、申请人资格

要求”中对联合体的要求规定。

3.2.7“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

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若申

请人为联合体，需由联合体各方提供。

3.2.8“投标诚信承诺书”须按照第四章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列

格式填写。若申请人为联合体，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并加盖对应联

合体成员公章。

3.3 资格预审文件的装订、签字

3.3.1 申请人应按本章第 3.1 款和第 3.2 款的要求，编制完整的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用不褪色的材料书写或打印。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中的任何改动之处应加盖单位章或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

代理人签字确认。签字或盖章的其他要求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3.3.2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正本 1份，副本 6 份。正本和副本的封

面上应清楚地标记“正本”或“副本”字样。当正本和副本不一致时，

以正本为准。

3.3.3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正本与副本应分别胶装成册（A4纸幅），

并编制目录，且逐页标注连续页码。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得采用活页

夹装订，否则，采购人对由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装订松散而造成的丢

失或其他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装订的其他要求见申请人须知前附

表。

4、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4.1 资格预审文件的密封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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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正本、副本和电子文件应分开包装，

加贴封条，并在封套的封口处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社

会资本公章（若为联合体投标，可只盖牵头方公章）。

4.1.2 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封套上应清楚地标记“正本”、“副

本”或“电子文件”字样，封套还应写明的其他内容见申请人须知前

附表。

4.1.3未按本章第4.1.1项或第 4.1.2项要求密封和加写标记的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4.2 资格预审文件的递交

4.2.1 申请截止时间：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4.2.2 申请人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地点：见申请人须知前附

表。

4.2.3 除申请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的外，申请人所递交的资格

预审申请文件不予退还。

4.2.4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采购

人不予受理。

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查

5.1 评审小组

5.1.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由采购人组建的评审小组负责审查。评

审小组参照《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14]215 号）第七条规定组建。

5.1.2 评审小组人数：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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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格预审

5.2.1 资格预审时间：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5.2.2 资格预审地点：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5.2.3 评审小组根据申请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方法和第三章“资

格预审办法”中规定的审查标准，对所有已受理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进行审查。没有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不得作为审查依据。

6、通知和确认

6.1 通知

采购人向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发出投标邀请函。

6.2 解释

应申请人书面要求，采购人应对资格预审结果作出解释，但不保

证申请人对解释内容满意。

6.3 确认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收到公开招标邀请函后，应在申请人须知

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是否参加。在申请人须知前

附表规定时间内未表示是否参加或明确表示不参加的，不得再参加本

项目公开招标。

7、申请人的资格改变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组织机构、财务能力等资格条件发生变

化，使其不再实质上满足第三章“资格预审办法”规定标准的，其投

标不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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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纪律与监督

8.1 严禁贿赂

严禁申请人向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和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

作人员行贿。在资格预审期间，不得邀请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以及

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到申请人单位参观考察，或出席申请

人主办、赞助的任何活动。

8.2 不得干扰资格预审工作

申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资格预审的审查工作，否则将

导致其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8.3 保密

采购人、评审小组成员，以及与审查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应

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审查、比较进行保密，不得在资格预审结果公

布前透露资格预审结果，不得向他人透露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情

况。

8.4 投诉

申请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资格预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

和规章规定的，有权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9、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9.1 申请规定

自提交资格预审文件申请文件（注意封套上联系方式）之日起，

申请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一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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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往来函件（资格预审文件的澄清、修改等）能及时通知申请人，

并能及时反馈信息，否则采购人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9.2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修改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按要求送达后，在规定的递交截止时间前，申

请人可以撤回申请文件或修改申请文件。如需修改申请文件，应当以

正式函件提出并做出说明。

修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正式函件是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

部分，其形式要求、密封方式、送达时间，应符合资格预审文件的要

求。

9.3 采购人的权利

9.3.1 采购人有变更总投资规模且不必向申请人解释的权利。

9.3.2 采购人有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核实和澄清的权力，若

采购人在资格预审时或必要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申请人有弄虚作假行

为，将取消其资格预审资格，并将其弄虚作假行为上报省级行政主管

部门，作为不良记录纳入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9.3.3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资格预审文件

30

第三章 资格审查的办法

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审查因素与标准

2.1
初步审

查标准

（1）申请人名称与营业执照、相关证书一致；

（2）资格预审申请函有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按照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

可辨；

（4）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

第 3.2.2 项规定；

（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签署情况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正、副本、电子文件份数符合第二章“申请人须知”

第 3.3.2 项规定；

（7）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没有对采购人的权利提出削弱性或限制性要求，没有

对申请人的责任和义务提出实质性修改。

2.2
详细审

查标准

（1）申请人基本情况表符合第一章“申请人资格要求”；

（2）联合体符合第一章“申请人资格要求”；

（3）申请人项目业绩符合第一章“申请人资格要求”；



资格预审文件

31

1、审查办法

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报名参加本项目资格预审且满足初

步审查、详细审查标准的申请人均可获得本项目投标资格。

项目有 3 家以上社会资本通过资格预审的，项目实施机构可以继

续开展采购文件准备工作。项目通过资格预审的社会资本不足 3 家

的，项目实施机构应当在调整资格预审公告内容后重新组织资格预

审。项目经重新资格预审后合格社会资本仍不够 3家的，可以依法变

更采购方式。

2、审查标准

2.1 初步审查标准

初步审查标准：见资格审办法前附表。

2.2 资格审查标准

详细审查标准：见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3、审查程序

3.1 初步审查

3.1.1 评审小组依据本章第 2.1 款规定的标准，对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进行初步审查。有一项因素不符合审查标准的，不能通过资格预

审。

3.1.2 评审小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

3.1.1 第 7项至第 9 项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

3.2 详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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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评审小组依据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标准，对通过初步审查

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详细审查。有一项因素不符合审查标准的，

不能通过资格预审。

3.2.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除应满足本章第 2.1 款、第 2.2 款

规定的审查标准外，还不得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1）不按评审小组要求澄清或说明的；

（2）在资格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行贿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3.3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澄清

在审查过程中，评审小组可以书面形式，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交的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说明。申请人的

澄清或说明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不得改变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实质性

内容。申请人的澄清和说明内容属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

采购人和评审小组不接受申请人主动提出的澄清或说明。

4、审查结果

评审小组按照本章第 3 条规定的程序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完成

审查后，确定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名单，并向采购人提交书面资格

预审报告。



资格预审文件

33

第四章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

封面

临高县环卫一体化PPP项目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

（正本/副本）

社会资本方： （公章）

日期： 2021 年 月 日

注：若联合体投标，“社会资本方”一栏需填写联合体各方公司名称，由各

方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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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资格预审申请函；

(2)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 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6) 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7) 联合体协议书；

(8) 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承诺

函）；

(9)项目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

(10)2020 年任意 3 个月纳税证明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11）2020 年任意 3个月投标单位财务报表或 2019 年财务审

计报告复印件；

(12)投标诚信承诺书;

(13)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开标时间前 15 天内的查询结果

网页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

(1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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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格预审申请函

致：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

经我方认真研读并充分理解贵方于 2020 年 月 日至 2020 年

月 日在（网站名称）上发布的《临高县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资

格预审公告》，我方（社会资本方名称）申请参加临高县环卫一体

化 PPP 项目的资格预审。

一、根据贵方资格预审公告的要求，现随本函附上以下材料：

(1) 资格预审申请函；

(2)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 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6) 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7) 联合体协议书；

(8) 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承诺函）；

(9) 项目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

(10)2020 年任意 3 个月纳税证明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11）2020 年任意 3个月投标单位财务报表或 2019 年财务审计

报告复印件；

(12)投标诚信承诺书；

(13)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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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开标时间前 15 天内的查询结果

网页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

（1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我方同时提供上述所需的相应原件，以备查验。若由于营业执照

年检等原因，导致无法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我方将提供

政府相关证明文件。

二、我方在此承诺，在本次资格预审过程中所提供、披露的全部

资料和信息均为真实准确的。如因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

我方将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害、损失承担全部责任。若违背本申请书

中任一条款，则贵方有权取消我方的资格预审资格。

我方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自提交截止之日起有效期为 180

天。

贵方及贵方授权代表可对我方提交的有关证明、文件和资料进行

查询或调查，以证实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我方已经做出必要的安排，

以保证所有可提供材料的部门或人员向贵方提供贵方认为需要的信

息。贵方以及贵方授权代表可与我方下列人员联系以进一步了解情

况：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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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方知晓本次资格预审将作为进一步参与本项目的必经程

序，但接受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并不意味着我方已经通过资格预审，我

方知晓只有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审后被确定为中标社会资本才有可能

被授予合同。

四、贵方保留如下权利，且无须对下述行为负任何责任，且没有

向我方解释原因的义务：

（1）保留更改本项目规模和投资额的权利；

（2）取消本项目的权利。

五、我方知晓并承诺按照资格预审公告及其附件要求提交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

（1）提供全套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正本 1 份（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正本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规定处签字及加盖社会资本公章），

副本 6 份（可以是签字及盖章的正本的复印件），U盘二个。正本、

副本、U 盘不一致的，以正本为准。正本、副本和电子文件应分开包

装，在包封上正确表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正本、副本或电子文件字样，

并加盖社会资本公章。包封上应标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社会资本

名称等标识字样。

（2）我方应另行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中仍应包含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递交资

格预审申请文件；若为法定代表人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则仅需

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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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专用术语外，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应使用中文。必要时，

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4）我方准备和参加本次资格预审所发生的费用应自行承担。

六、我方谨此声明，本资格预审文件中所作的说明及提供的资料

都是完整、真实和准确的。若与事实不符，我方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

社会资本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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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姓名：性别：年龄：职务：系（社会资本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社会资本名称（公章）：

日期：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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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需加盖社会资本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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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姓名）系（社会资本名称）的法定代表

人，现授权委托（单位名称）的（姓名：身份证号）代表我方签署、

澄清、递交、撤回、修改临高县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接受指示和代表公司完成与项目相关的所有其他必要适宜，其法

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授权代表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社会资本名称： （社会资本盖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授权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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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需加盖社会资本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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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需加盖社会资本公章）

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注册资金
其中

高级职称人员

营业执照号 中级职称人员

经营范围

资产构成情况及

投资参股的关联

企业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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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临高县环卫一

体化 PPP 项目招标资格预审和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

议。

1、（某成员单位名称）为牵头人，就本项目《PPP 项目协议》

项下的应由项目公司承担的各项权利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项目招标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

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并负责合同实

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

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和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签署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和投标文件，

联合体牵头人的所有承诺均认为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

5、联合体各成员方在拟成立的项目公司中所占股权比例如下：

牵头公司为_____%，成员公司为_____%，政府方出资代表所占股权为

30%。

6、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7、本协议书一式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份。

牵头人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成员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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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需提供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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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

申请人应提供自本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日至少承做

过一个面积 1000 万㎡以上的环卫一体化项目（提供与政府方签订的

协议复印件，如协议没有标明服务面积，则需提供由协议原采购单位

出具的面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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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 年任意 3 个月纳税证明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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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0 年任意 3 个月投标单位财务报表或 2019 年财

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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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的“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开标时间前 15 天内的查询结果

网页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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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投标诚信承诺书

致：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

我单位在参加贵单位组织的临高县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的资格

预审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我方为独立企业法人，没有处于责令停业、破产状况，在最

近三年投标过程中，无资质挂靠或参与串标、围标及抬标等相关违法

犯罪情形。

3、我方商业信誉良好，在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近三年内财务

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银行和税务信用评价系统或企业信用系统无不

良记录。

4、我方营业资格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均已通过有关部门的

年审或备案，投标时均处于有效状态。

5、我方无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的正在诉讼的案件。

6、我方与采购人和采购咨询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

7、我方与其他投标企业无下列情形：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

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

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

8、若我方中标，将严格按照规定及时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

9、若我方中标，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所承诺的报价、质量、工

期、投标方案、建造师等内容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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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隐瞒、提供虚假资料或不按采购文件要求

组织实施，被贵方发现或被他人举报查实，无条件接受采购人作出的

取消投标资格、中标资格、不良行为记录的处罚。对造成的损失，任

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方负责。

投标人（公章）：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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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