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招禄文件

第一章 投林選清ギ

深ガ1市 万徳公共洛ilJ有 限公司受皓高具市政国林管理局的委托 ,

対lFu高 具不ニユー体化 PPP項 目所需相美服弁,俎奴公牙招林,現地清

千 2021年 1月 4日 通せ本項目資格預軍的供皮商参 17投椿。有夫事

項如下:

1.采陶編号■w&xm2001
′

2.招 棒項目及荒日=皓高岳不il一 体化 PPP項 目

2.1名 称:皓 高其不 :ユ ー体化 PPP項 目

2.2用 途: Il作需要

2.3数 量及分包= 
一批 (洋 几用声需求お 修ヽ勢

2.4筒 妥技木要求或攻日基本概尻:悔 高其ヽ 政国林 采 噂

li高 員Eアiユ ー 1111 .其他洋兄 《用″

2.5采蜘預

清押保浦服弁 ,

域等水域保詰 ,

椿翁如下
=

多領 (衣村)的載路、公共場所

的住坂 ll■ 集清壇,内 河湖泊和海

位坂分美六企林的逃行損倫。推

(1)暑城靖掏保浩平均単介力 1().28元 /ゴ・年,分項年ミ営費釣

6168万 元/年 ;

(2)夕 鎮清細保浩平均羊俳力 5.74元 /ゴ。年,分 項年遅菅費均

7462万 元/年 ;

(3)水域保浩平均単介力 1.5()元 /r・ 年,分項年這営費釣 12“ )

万元/年 ;

(4)公厩ミ行分項単介 10万元/座・年,分 項年遅曽費釣 1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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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年 ;

(5)j」i玖清邁分項単倫 128.25元/"t,包 括生活址浚填埋単倫カ

76元 /“t,泣茨近綸羊倫力 52.25元 /"屯 (按照 12公里ミ距汁算),

分項年遅菅費釣 117().28万 元/年 ;

(6)生 活jJi玖分炎服弁分坂単作 1.26元 /F・年,分項年遅昔費

釣252万 元/年 。

投林猥紛超Ji各分項采的預算的祝力元教授棒。

2.6資 金来源=財 政資金

3.投 棒人資格要求

本項目已千2021年 1月 4曰 姐奴資格

目的資格預常方 pl tt 17投 棒。

4.押 椿文件的荻取

4.1友 書棒牟呵ijl:2021年 1月 11日

1月 18日 18:00(北京吋 i・3)

4.2投 粽程序及采胸文件荻取亦法

l&CXl(北 日)2021年

4.2.Iふ 全 国 公 共 資 源 交 易 千 台 (薄 南 省 )

(http://zw.halilai,,v.c:1/ggzy/)荻 取采陶文件。

4.2.2市場主体登記。在全国公共資源交易千台 (海 南省)主■,

逃入 “登景区→投棒人/供 皮商"寺祥.接照要求登iE信息,已督在

全国公共資源 (薄 南省)登 i己せ的,尤須再登氾。

4.2.

在全国公

江金lκ 号。提交市場主体登i己 信息后,

南省)i■ ,邊 入交易系統逃祥 “我要

荻取投椿保江金翼K号 ,入木在規定叶河

内長交投棒申 漱芥参・・ ホ項目未疇活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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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投 林保江金的金額:80万元

4.2.5投 棒保i■ 金 (銀 行特脈或保函)提交裁止同期:2021年 2

月 1日 08:00:CICl(北 京吋 lill)

4.2.6本歌目釆賄公告及魂筑投棒期限不少予 5仝工作日,自

2021年 1月 11日 18:00叶 F2021年 1月 18日 18:00劇‐
止。

4.3棒 牟G倫 :招椿

幼.書后不退)′

4.4投 棒人提 i・l裁 止

5.投 林文件的蛯交

5.1投 棒文件瑳交裁

5.2升 林叶 li・l:2021

文件告後 500元 /会:(千

鍮
耐
‐
同:招林文件茨布赫 ぶ

止吋河:2021年 2月 1

年 2月 1日 08130分

5.3牙 棒地点: 資源交易服弁中′む

5.4専
`子版

(1)車 子 本和 PDF版 本)的瑳交:屯子版

投棒文件 (wo ;i各 14ヽ )密封 .
:‐i:‐ .■ ||

文件―起量交,否 投棒。

(2)投棒人提供的屯子版投棒文件 (wor・d版本和 PDF版本)

須 17妖 盾版投林文件的I本保持一致,否ス1自 行承担由此帯来的―

尺除。

5.5公告茨布媒介

本項 目釆賄信 恵指 定友布媒体 力 中国痺 南政 府釆的

(1、ttp://ww.ccgrhai【 1狙.8oV・ 01/)、 和全国公共資源交易千台(

南省)(1lt tp://zw.1lai narl.gov.cn/ggzy/)。

6.釆的人的名称、地l」l和耽系方式

必
　
切

何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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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釆 的人名称:皓高具市政国林管理局

6.2釆 吻IILA目 駄系人:王先生

6.3采 的人地 J」li:崎 高具帖城鎮文明中路

6.4取 系車千:0898-282∞ CX18

7.釆鮨代理机構的著称、地力に和駅系方式

7.1代■T_机拘名称:深舅1市 万律公共各i6J有 限/AN司

7.2項 目瑕系人=符先生

7.3代理机拘地点:深 lll肺 福田区深南中路 1093号 中信人反 10

楼 1003室

7.4耽 系屯斎117689769舶 8

盗ilJ有 限公可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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