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招标人(项目业主)为佛山市翊
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项目规划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岸村银坑山塘口。
2.2 项目建设规模：
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规划总办学规模为 3500 人。学校设置国际小学、国
际初中和国际高中，采用小班教学模式。其中国际小学设置 6 个年级，每个年级
10 个班，每个班人数为 29 人，合共 1740 人。国际初中设置 3 个年级，每个年
级 10 个班，每个班人数为 29 人，合共 870 人。国际高中设置普通高中 3 个年级
和 1 个大学预科班 20 人，普通高中每个年级 10 个班，每班 29 人，合共 890 人。
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为 42688 ㎡（约 64 亩），总建筑面
积 45000 ㎡，包括大堂、行政办公、教室、特别教室、表演艺术中心、学习中心、
餐厅、宿舍、室内运动场和配套公建用房等功能区域。项目建设规模如表 3-1 所
示。
表 3-1 项目建设规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值

1

总用地面积

㎡

42650

2

总建筑面积

㎡

45000

2.1

计算容积率面积

㎡

45000

2.1.1

大堂

㎡

552

2.1.2

行政办公

㎡

1814

2.1.3

教室

㎡

6750

2.1.4

特别教室

㎡

2177

2.1.5

表演艺术中心

㎡

2228

2.1.6

学习中心

㎡

1394

2.1.7

餐厅

㎡

1452

2.1.8

宿舍

㎡

14923

2.1.9

室内运动场

㎡

3331

2.1.10

配套公建用房

㎡

10379

2.2

不计算容积率面积

㎡

0

3

建筑基底面积

㎡

11724

4

建筑密度

-

27%

5

容积率

-

1.06

6

公共绿地

㎡

14167

7

绿地率

-

33%

8

室外运动场

㎡

8710

9

道路广场

㎡

8049

*上述的各项指标最终以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设计合同书发出的书面设计任务书为准。

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
2.3 服务周期：
（1）工程设计周期：总设计周期为 30 个工作日。具体为各设计阶段设计工
期及向招标人提交设计成果的工期的总和。
2.4 本招标项目不分标段，招标内容、规模和招标控制价：
招标内容：
概念方案深化设计、规划设计、规划报建设计及甲方办理项目规划报建的过
程中其它相关的设计内容。具体的内容及深度按招标人最终书面发出的设计任务
书内容为准。
招标控制价：本项目的招标控制价为人民币 48 万元。
2.5 承包方式：固定总价包干； 本设计招标项目计价方式为固定总价包干，
投标人应考虑本设计招标项目的明示、暗示的风险，最终招标人向中标单位下达
的设计委托的设计体量可能与招标文件列明的不一致，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中做
出预估并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6 质量要求：
2.6.1 设计质量要求：本工程的设计过程和成果均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建筑工程设计方面的现行标准、规范、
规程、定额、办法、示例，以及广东省、佛山市下发的有关建筑工程设计方面的
文件和规定。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发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
设计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设计。

3.资格审查方式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合格全数入围的方式确定合格投标人。
4.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工程设计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具体要求如下：
4.1 法人资格
投标人须在中国境内注册并依法取得有效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本项目不接
受联合体投标。
4.2 对投标企业的资质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
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证书。
4.3 投标人应有良好信誉，并持有佛山市（区）行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
效的诚信手册；有效是指诚信管理系统状态显示为“正常”。
4.3.1《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的有效范围是最新考评结论为 B 级或以
上的，或新登记颁发的。在开标当天资格审查时企业状态不为锁定状态，以佛山
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公布为准。投标人须打印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
中本企业的企业信息、诚信等级的相关网页页面并加盖投标人公章，附在资格审
查资料的《投标人基本情况表》后供核对，在评标时将在上述网页中进行核查，
最终以核查结果为准。
4.3.2 广东省以外的投标人，须提供在广东建设信息网 “进粤企业和人员
诚信信息登记平台”专栏关于投标人进粤企业及人员信息登记的网页打印件。
4.4 项目负责人的要求
4.4.1 对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1 人，一级注册建筑师或一级注册结
构师，且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4.4.2 拟派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内（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顺推）
无行贿犯罪行为。
4.4.3 省外进粤企业，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
平台”办理了登记手续。
4.4.4 社保证明：需提供投标人近三个月（扣除本项目招标公告当月往前顺
推）为上述人员（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的社保证明材料。

4.5 对投标人企业的信誉要求
4.5.1 投标人企业目前没有处于被有权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资质、停业
整顿、取消投标资格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进入破产程序等状况。
4.5.2 投标人无论在何地受到暂停（取消）在当地投标资格的处罚，只要在
处罚期内的，都无资格参加投标。
4.5.3 投标人企业在近三年内（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顺推）没
有骗取中标或围标串标或提供虚假投标材料或严重违约或因本企业设计责任造
成重大质量事故或重大安全事故（若有则以行政主管部门或司法、仲裁机构等出
具的认定文件为准）。
4.5.4 根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启用执行联动机制决定书》和《协助执行
通知书》的要求，投标人若为名单上的失信被执行人，将被列入工程交易黑名单，
且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
4.5.5 投标人企业在近三年内（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往前顺推）没
有骗取中标或围标串标或提供虚假投标材料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或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4.6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
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5.报名要求及招标文件等资料的获取
5.1 招标人委托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接受投标报名。本项目采用现
场报名的方式接受报名。投标人可在报名时间内前往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
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 316 号金鹰大厦 10 楼 1011）报名并购买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费用为每套人民币 500 元。
5.2 报名时间：2017 年 10 月 9 日 9 时 00 分起至 2017 年 10 月 13 日 16 时 00
分止，各投标人在项目报名日期期限内，可随时前往 5.1 所述地点报名。
5.3 投标人须本项目的拟派项目负责人作为授权代表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到
指定地点购买招标文件：：
（1）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核查）；
（2）符合本公告要求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核查）；

（3）法定代表人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原件）；
（4）拟派项目负责人符合本招标公告“4.投标人资格要求”第 4.4 项的注
册建筑师或注册结构师资格证、职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核查）；
（5）项目负责人的社保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提供查询路径及密码，
现场查询）。
6.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适用）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14 时 30
分。
7.2 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广
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 316 号金鹰大厦 10
楼会议室）
7.3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7.4 投标人应派授权代理人准时递交投标文件和出席开标会。递交投标文件
和出席开标会时，授权代理人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
权委托书核查。若投标人的授权代理人没有提供上述身份证明材料，招标人将退
回其投标文件。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网站、广东中旅（南海）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公告平台、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网发布。公告内容和时间不一
致时，以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网发布的为准。
9.异议与投诉
9.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潜在投标人
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公告及招标文件的内容违法违规或不公平、不公正，损
害其利益的，可以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前提出）。
对招标人答复不满意或者招标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向行政监督部门实名投诉。
9.2 潜在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充分重视异议、投诉提出的时限，避
免异议权、投诉权因时效原因而灭失。

10.其他
10.1 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联系方式（包括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及联系
人的手机号码等）一直有效，以保证有关函件（如投标截止时间通知、补遗书、
澄清通知等）能及时通知投标人，并能及时反馈信息。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
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0.2 本次招标办理投标报名手续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 3 人，或投
标截止时间止递交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或通过资格审查的合格投标人不足 3
人时，招标人将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10.4 本次招标采用的评标定标办法是综合评分法。

11.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佛山市翊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岸凰岗大道1号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316号金鹰大厦10楼

103号房
邮 编： 528200

邮 编：510060

联 系 人：肖工

联 系 人：周工

电 话：0757-81899489

电 话：020-83548187

传 真：/

传 真：020-83546050

电子邮件：657960093@qq.com

电子邮件：moshangcao5@163.com

2017 年 10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