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洵伶函

机就 2019年落田市第一批普通千咸 /t路路国皓詢成造安 lF

工程変更答I及培算常核服外逍介吝掏ll油 辻行詢介,特選着体

単位参カロ根作,現 (本項目情況函告′ロクロ下 :

一、項目名称 :

2019年洛陶市第一llL普 垣千残公路路国結杓成上安防工程

交更答柾及結算常核服弁

二、項目概況 :

洛F口 市 2019年 第一llL普 通千銭公路路口培胸改造安17エ

程 ,一 粽 段 渉 及 G208、 G241、 G310、 G311、 G343、 G344、 S237、

S240、 S244(,'宇 :え )、 S310、 S312、 S314、 S315、 S317共 lT 14

条国省千女;二 fT段渉及 G207、 S24]、 S243、 S244(楽り段 )、

S319、 S322、 S325、 S521共 +8条国省千残項目,主要内容力

林志示我及安全投施牛。

三、洵介内容 :

変更さ江及結算常核服弁

四、資格要求 :

l具 各 《中■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噛法》第二十二条規定的条

件 :

2中 ■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冊,具各独立法人資格:提供有戒

法人菅止試照、札弁登ti、 姐奴机詢食■■日1本或三江合一菅

止拭照 :



31■泣苛泣具有工程造合吝掏甲級資廣 :

4供泣首泣力 2020年 洛「日市常十局、洛「曰市財政局服芥単

位 :

5供 17商 不H_足 本項目橙+1作 的編制単位。

五、報4/A:

按照洛財力、(2019)63号 文規定,lF据財政岐費lT准 ,I

変更答柾及結算常核 lF外化恵率,IF介表格式諄几lll件 2。

六、回夏洵扮函吋同

社邊斎単位性到詢作函后接本詢介回隻函格式(■ 几 l・L件 1)

千 2020年 4月 10日 下午 18:00叶前回隻n/・l li函 ,予 以術ll足否

参カロ此次■ ll・ ,並期机力自劫漱芥。

七、根送IFt介単裁止吋同和地点

1、 IF i二 猥作単裁止叶同:2盤0年 4月 17日 上午9:30,並期机

力自動放弁。

2、 根送根作単地点:洛 田市
=路

事止友晨中ナむ14楼 会■室。

人、坪常方式

拘介小姐Jイ 対各供泣南対泣本函第四条的要求逹行符合性

常査,各方面満足采胸人要求的前提下,根介最低者中II,若 扱

作相同,批 ll相 同単位采取拍答方式硫定中ll単位。

九、其他

1縦送損介単叶着携帯 “資格要求"中 相夫資料、授杖委托牟

(諄几附件 3)、 授杖人身分柾隻F口 件、祇ll表 ,否ス1不 予接tT。



2按財政牧費粽准相美文件要求編命1費 由基本費和常減追

カロ費西部分姐成。

坪常費=[送 常走安投 i‐ ×基本費率 (累 辻II算 )]× 調整系

数十常減金額×常減追カロ費率

1交 通、水イ|、 大型上石方工程及土地整理工程調整系数カ

0 85,

2常減 (増 )追 カロ費不i超辻項目千常基本費的 15倍 ,同

時不高千 40万元 ;

3甲 方隻核■生的常減 (増 )額 ,不十人常減 (増 )追 カロ費

十算t曰 。

4相 ‐_管 理工作住据洛財力、(2019)63号文件拭行。

十、出現下列情形之一的,采殉人蒋終止洵徐采殉活動,友

布項目冬止公告井沈明原因,重新升展采殉活劫 :

1国 情 lFL変 化,不再符合規定的詢作采ЛI方式近用情形的 ,

2出現影噛采山各工的辻法、t■mL行 力的 ;

3在采殉ll程 中符合尭争要求的供泣荷不足 3家 的。

十一、来殉単位信息

采的単位:洛 陶市公路事上友晨中,さ

駄系人及屯活:刊 先ヽ生 15225522288

上督単位:洛 1日 市公路事止友晨中心妃委

十二、公升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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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詢介函、詢介1吉 果

'イ

坑一在洛「ヨ市公路事上友晨中′む国

(www luoyanggl cn)攻弁公千社上公布。

洛田市



附件 1

洵介回夏函

落田市公路事立友晨中′む:

我単位 己千  年  月 日吹到貴単位的美子2019年

洛山市第一批普通千我公路路国結胸改造安防工程変更盗

江及若算常核服外的詢介函,我方補ス参与本次詢介。

特皮函珀ll。

(単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供泣南 :

報介表

(単位蓋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答 字):

項 目名称

2019年洛陶市第一ll普 通千咸公路路回

結掏成造安防工程変更基江及結算常核

服各

服弁内容 変更答柾及結算常核

投林化恵率

(3/0)

其セ

屯活 :

年  月   日



附件 3

法定代表人授枚委托弔

本授枚委Tfギ 申明:我  (姓名)系   (投 林単位 )

的法定代表人,現授枚委tF_  (単位名称) (姓 名)

力我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的銘又参カロ    項目的

TF介 ,授 17委 It人在千林、千林、合同淡ナ1ミ fi中 所答署

的一切文件和炎理有え有美的―t71事 各,我均予以承す。

代理人元熊委lt杖 ,特 lL ttlt。

投粽単位 (蓋章 ):

法定代表人 (答 字或蓋章 ):

身分柾号■ :

委lt代 理人 (答字或蓋章):

身分柾号■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