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建设I程招标投标办公室文件

苏建招办 〔⒛ 17) 7号

省招标办关于印发 《江苏省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入围、

报价评审和预选招标规则》的通知

各市、县 (市 、区)招标办 (处 ):

为规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

标活动,根据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改革和完善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实施意见》(苏建规字

〔⒛17)1号 )精神,我们制定了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入围、报价评审和预选招标规

贝刂》,现印发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件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

标入围、报价评审和预选招标规则》

、公室



(此 页无正文 )

抄送:省政务服务办公室、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各市、县 (市 、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附件 :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

评标入围、报价评审和预选招标规则

-、 评标入围

(一 )评标入围方法。招标人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评标入围环节和入围的投标人数量。符合评标入围条件的投标文件即

为进入评标入围环节的投标人,当 进入评标入围环节的投标人超过

20家时,招标人可以选择一种评标入围方法,也可在招标文件中明

确两种以上入围方式,开标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方法一∶全部入围。

进入评标入围环节的投标人全部进入后续评标程序。

方法二∶低价排序法。先按报价由低到高去除进入评标入围环节

的投标人数量米l隅 (去尾取整)的最低报价的投标人 (末位投标报价

相同的均去除),再按报价由低到高取不少于 R家 (R一般不少于 15

家,具体数量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投标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投标报

价相同的,同 时入围;不足 R家时,按实际数量计取。

方法三:均值入围法。先按报价由高到低去除进入评标入圃环节

的投标人数量冰10°/0(去尾取整)的最高报价的投标人后 (末位投标报

价相同的均去除),计算剩余投标人的报价平均值,取平均值以上和

以下若干家投标人进入后续评标程序。        ∶

招标文件中应明确取平均值以上的具体数量和以下的具体数量 ,

平均值以下投标人应多于取平均值以上的投标人,合计数量不少于 R

家 (R一般不少于 15家 ,具体数量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 评标入围过



程中,当 投标人平均值以上(或 以下)的数量不足时按实际数量计取 ,

但不因此增加平均值以下 (或 以上)的数量。按顺序取平均值以上的

投标人时,报价相同的投标人均不入围;按顺序取平均值以下的投标

人时,报价相同的投标人同时入围。

(二 )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当 出现招投标当事人的质疑、

投诉以及评委评审和计算存在错误情形的,评标入围结果是否重新确

定。

二、投标报价评审

(一 )采用综合评估法,合理低价法时,报价评审方法如下

1.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招标人可以选择方法五 (ABc合成法)作为基准价的计算方法 ,

也可以在方法一至方法四中任选不少于两种计算方法在开标时随机

抽取确定。

方法一:以有效投标文件 (有 效投标文件是指初步评审合格的投

标文件,下 同)的评标价 (评标价是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

错误的投标报价,下 同)算术平均值为 A(当 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

去掉最高和最低 ⒛%(四舍五入取整,末位投标报价相同的均保留)

后进行平均;当 有效投标文仵 ←6家时,剔 除最高报价 (最高报价相

同的均剔除)后进行算术平均;当 有效投标文件(4家时,则次低报

价作为投标平均价 A)。

评标基准价 硪×K,Κ 值在开标时由投标人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

确定,K值的取值范围为 9甄 9龇。

方法二: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当 有效投标

文仵≥7家时,去掉最高和最低 2隅 (四 舍五入取整)后进行平均 ;

当有效投标文件 46家时,剔 除最高报价 (最高报价相同的均剔除)



后进行算术平均;当 有效投标文件<4家时,则次低报价作为投标平

均价 A),招标控制价为 B,则 :

评标基准价 姓×K1× Ql+B×眨×Q2

Q2=l Ql,Ql取值范围为 65%~85%;K1的取值范围为 9鸥~98%;

Ql、 Kl值在开标时由投标人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确定。K2的取值范

围,建筑工程为 9隅 ~10隅 ,装饰、安装为 8幽 ~10溉 ,市政工程为

8幽 ~10隅 ,园林绿化工程为 8锟 ~10隅 ,其他工程 88%~10隅。口

曲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方法三:以有效投标文件的次低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

方法四:以 合理最低价作为评标基准价。

对有效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综合单

价子目 (指单价 )、 单价措施项目清单综合单价子目 (指 单价 )、 总价

措施项目清单费用 (指 总费用 )、 其他项目清单费用 (指 总费用)等

所有报价由低到高分别依次排序。

当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先剔除各报价中最高的 2溉项 (四 舍

五入取整,投标报价相同的均保留)和最低的⒛%项 (四舍五入取整 ,

投标报价相同的均保留)后进行算术平均;当 有效投标文件荃6家 时,

剔除各报价中最高值 (最 高值相同的均剔除)后进行算术平均;当有

效投标文件《4家时,取各报价中的次低值。将上述计算结果按计价

规范,分别计算生成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和其他项囝费,再

按招标清单所列费率计算规费、税金,得 出总价 A。

评标基准价 (合理最低价)揪 ×Κ

K值建筑工程为 97%~93%,装修、安装工程下浮范围为 95%~90%,

市政工程下浮范围为93%~88%,园 林绿化工程下浮范围为92%~85%,

其他工程下浮范围为 95%~90%,各地可根据情况适时对下浮范围进行



调整。招标人需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具体下浮区间。项目具体下浮率根

据招标文件规定的下浮区间在开标时抽取,或者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确

定固定下浮率 (下浮率取整 )。

方法五:ABC合成法。

评标基准价=(A× 50%+B× 30%+C× ⒛%)× K

A=招标控制价×(100%— 下浮率△);

卜在规定范围内的评标价除 C值外的任意一个评标价,在开标时

随机抽取确定;抽取方式:若评标价在 A值的95%(及 以上)范 围内,

则该类评标价不纳入 B值抽取范围;若在 A值的 9sO/0ˉ9现 (含 )、

9幽 8甄 (含)范 围内,则 在两个区间内各抽取一个评标价,与在 A值

的 89%以 下至规定范围内的其他评标价合并后作为 B值抽取范围。若

按上述办法未能抽取 B值 ,则在规定范围内的任意一个评标价 (除 C

值外)中 随机抽取 B值 ;

卜在规定范围内的最低评标份 ;

规定范围内:评标价算术平均值×70%与招标控制价×30%之和下

浮 25%以 内的所有评标价 ;

下浮系数 K、 下浮率△,在开标时按下表取值范围内随机抽取。

下列系数、下浮率各地可根据实际调整。

分类 取值范围

下浮系数 K

下浮率△

房屋建筑王程

装饰装修、建筑幕耀

及钢结构工程

3%、  9%、  10%、  11%、  12%、  13%、  1砼 %、  15%



10%、  11%、  12%、  13%、  14%、  15%、  16%、  17%机电安装工程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上述招标控制价和评标价均应扣除专业工程暂估价 (含税金)后

参与计算和抽取;应 扣除的专业工程暂估价 (含税金)须 在招标文件中

予以明确,开标时不再另行计算。

2.投标报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投标报价相对评标基准

价每低 1%的所扣分值不少于 0.6分 ,每高 l%的所扣分值为负偏离扣

分的 l。 5倍 ;偏离不足 1%的 ,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

(二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报价法的,招标人可以参考上述第

(一 )款第 l条 中方法四,通过计算合理最低价作为判定投标报价是

否低于成本的依据,具体要求应在招标文件明确。

(三 )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当 出现招投标当事人异议、

投诉以及评委评审和计算错误的,评标基准价是否重新计算。

三、预选招标的程序

“
预选招标

”
是指对一定的时间段内的同类型小型的、简单的、

通用的工程或者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等在预估工作量后,打

包招标确定预选中标人,单个工程实施时,可按前期
“
预选招标

”
的

结果直接确定承包人,工程量按实际发生量计算。
“
预选招标

”
可参

照下列程序进行,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l。 预估工作量:一般按照年度计划预估,或者按照历史数据推测

预估。

2.打包:招标人可根据预估工作量的大小及工程的分布等具体情

况,将预估工作量整合成一个标段或多个标段。



3.招标:可预估工作量的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无法预估工作量

的采用费率招标。

4.预选中标人:打包多个标段招标的,每个标段的第一名为预选

中标人;打包一个标段招标的,可在招标文件中明确选择 1名 或多名

预选中标人 (在招标文件中明确预选中标单位承接项目的顺序和规

则 )。

5.直接确定承包人:只有一名预选中标人的,可直接分配项目;

对于有多名预选中标人的,按照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承接项目顺序和规

则分配任务。

6.采用
“
预选招标

”
的项目,结算单价按中标单价或费率计取 ,

工程量按实际发生量计算。

绿化养护、市政养护工程,对项目负责人是否有在建工程不作要

求,如招标人另有要求的,须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四、评标结果公示内容

招标人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日 内应当发布评标结果公示,公

示期不得少于 3日 。具本公示内容如下 :

(1)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及排序,各 中标候选人

的投标总价 (含暂估价、暂列金额 )、 工期、质量、投标文件提供的

类似工程业绩、奖项等具体情况 ;

(2)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的,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的名称以

及不合格的具体原因;

采用资格预审的项目,应 公示中标候选人资格预审的相关信息 ,

包括企业或项囝负责人奖项、业绩等;采用有限数量制资格预审的 ,

还应公布中标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得分。

(3)被判为无效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名称以及被判定为无效投标



文件的依据 ;

(4)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报价修正的原因、依据和修正结果 ;

(5)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类似工程业绩、奖项、投标报

价、投标报价合理性等得分情况 ;

(6)每一评审技术标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为各投标人技术标部分

的评分情况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不公布 );

(7)各投标人的最终总得分 ;

(8)拟 中标人。

五、其他

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的其他评标入围方法、投标

报价评审办法和
“
预选招标

”
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