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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邀请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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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县 2022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

助项目邀请招标公告

交易编号：MLXLJZ202204-029

民乐县 2022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项目，已由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设。根据相关文件批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项目，现

决定对该项目进行邀请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在“甘肃省阳光招标采购平

台（张掖市）”发布邀请招标公告，实现竞价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一、项目概况：

1.1 采购内容：本次项目共有两个标段(详细参数见招标文件)。

第一标段：农药购置（3.0%噻虫啉微囊剂）

第二标段：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1.2 预算金额：玖万柒仟元整（¥97000.00 元）

第一标段：伍万柒仟陆佰元整（¥57600.00 元）

第二标段：叁万玖仟肆佰元整（¥39400.00 元）

1.3 供货期/工期：签订合同时协商。

1.4 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1.5 项目地址：民乐县生态工业园区。

1.6 质量要求符合合格标准。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2.1 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有效的营

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三证合一代

码证）；

2.2 投标人在过去三年中，无介入诉讼或仲裁的案件，重合同、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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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2.4 第一标段投标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具有化肥或农药批发零售；第二

标段投标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具有病虫害防治或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2.5 根据相关规定，第一标段招标人分别邀请：民乐县金威农资经营部、

山丹县金色农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乐县龙腾苗木培育农民专业

合作社；第二标段招标人分别邀请：甘肃省金屹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

科润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汇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参与本项目投标，未

邀请的企业不得参与本次投标；

2.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要求投标人提供的资料：

3.1 投标人须提供合法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三证合一代码证）；

3.2 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

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未被列入“信用甘肃”网站

（www.gscredit.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

失信责任主体、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等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

投标。（以本项目投标报名期内在“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及“信用

甘肃”网站（www.gscredit.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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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投标人应按照要求报出拟参与项目的投标报价（报价单格式自拟）；

3.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复印件

加盖公章）、被委托人身份证（正反复印件加盖公章）；

3.5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注：以上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应用 A4规格纸编制并装订成册（一

式贰份）在竞价结束后一工作日提交至招标人；

四、竞价时间、地点及具体参与方式：

4.1 竞价开始时间（公告、报名、竞价结束时间一致）：2022 年 04 月

29 日 12 时 00 分-2022 年 05 月 01 日 17 时 00 分；

4.2 竞价地点：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阳光采购电子平台

http://49.4.79.138:1020/f/index 具体操作下载限额以下项目阳光交易系

统用户手册；

五、招标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招标人：民乐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地 址：民乐县世纪大道北侧林草局办公楼

联系人：周家荣

电 话：13830693105

代理机构：甘肃华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张掖市民乐县瑞泰嘉园南门 16号商铺

联系人：方金

电 话：13993643403

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阳光采购电子平台网址：

http://49.4.79.138:1020/f/index

http://49.4.79.138:1020/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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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投标人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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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名称 内容

1 资金来源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2 采购人

名 称：民乐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地 址：民乐县世纪大道北侧林草局办公楼

联系人：周家荣

电 话：13830693105

3 招标代理机构

名 称：甘肃华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张掖市民乐县瑞泰嘉园南门 16 号商铺

联系人：方金

电 话：13993643403

4 项目名称
民乐县 2022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项

目

5 招标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6 项目预算

玖万柒仟元整（¥97000.00 元）

第一标段：伍万柒仟陆佰元整（¥57600.00 元）

第二标段：叁万玖仟肆佰元整（¥39400.00 元）

注：超过预算的投标为无效投标。

7
投标单位

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有效

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三证合一代码证）；

2.投标人在过去三年中，无介入诉讼或仲裁的案件，重合同、守

信用；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4.第一标段投标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具有化肥或农药批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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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第二标段投标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具有病虫害防治或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

5.根据相关规定，第一标段招标人分别邀请：民乐县金威农资经

营部、山丹县金色农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乐县龙腾

苗木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二标段招标人分别邀请：甘肃省金

屹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科润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汇

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参与本项目投标，未邀请的企业不得参与本

次投标；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 招标方式 本次采购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9 评分办法 具体内容见限额以下项目阳光交易系统用户手册。

10 供货期/工期 签订合同时协商

11 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满足采购人要求的技术要求。

12 踏勘现场 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如需踏勘，费用自理。

13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14 投标文件份数 正本 1份、副本 1份，提交不退。

15 投递截止日期
竞价开始时间（公告、报名、竞价结束时间一致）：2022 年 04

月 29 日 12 时 00 分-2022 年 05 月 01 日 17 时 00 分；

16 开标时间、地点

竞价开始时间（公告、报名、竞价结束时间一致）：2022 年 04

月 29 日 12 时 00 分-2022 年 05 月 01 日 17 时 00 分；

竞价地点：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阳光采购电子平台

http://49.4.79.138:1020/f/index，具体操作下载限额以下项目阳光

交易系统用户手册。

17 开标顺序 随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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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拟成交人的确定 经阳光采购电子平台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拟成交投标人。

19 成交公告
最终确定的成交结果，将在张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阳光采

购电子平台予以公告。

20 投标有效期 30 天（日历天）

21 支付方式 签订合同时自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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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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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民乐县 2022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补助项目

二、交易编号：MLXLJZ202204-029

三、工程量清单：

第一标段：3.0%噻虫啉微囊剂，480 公斤。

质量标准：总噻虫啉质量分数指 3.0+0.3%;游离噻虫啉质量分数占总噻

虫啉质量分数值≤10.0; pH 值范围 6. 0-8.0;悬浮率≥98。

第二标段：

1、建设地点及防治区域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民乐县生态工业园区，其具体地理坐标为E 100°39'

27. 31”，N 38° 45’36. 90”。

2、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对项目区防治区域内所有黄斑星天牛危害树木和寄主树木进行树干打

孔注射药剂防治，防治总面积 1000 亩。

3、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通过实施项目，防治黄斑星天牛危害树木和寄主树木 1000 亩，大幅度

降低项目区黄斑星天牛发生率、成灾率，有效控制黄斑星天牛扩散蔓延趋

势，使项目区内黄斑星天牛有虫株率从 15.6%降至 12.6%以下，降低 3 个百

分点，虫口密度从 5.0 头/株降至 3.0 头/株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92%

以上，黄斑星天牛防治技术得以推广普及，确保项目区林木健康生长。

4、防治方法

科学的施药技术是防治效果的保障，只有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农药,

才能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防治区域内所有胸径≥5cm 的黄斑星天牛危害树

木和寄主树木均可在树干上打孔注射药剂防治。第一次防治，只选择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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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虫孔且淌出天牛幼虫分泌物或新鲜木丝的树木进行注射药剂，第二次

防治，对防治区域内所有胸径>5cm 的黄斑星天牛危害树木和寄主树木进行

注射药剂。胸径≥5cm≤10cm 的树干，开 2 孔注射；胸径≥10cm≤15cm 的

树干，开 3 孔注射；胸径≥15cm 的树干，开 4 孔注射。打孔注射的方法是

用电钻在树体主干下部斜向下打孔，与树干成 40-45°夹角，孔深 4-8cm (视

主干粗细而定，树干直径的 1/3),深达木质部，孔径 0.5-2cm，用注射器注

入药剂，然后用黄泥封口。开孔要上下错位。

5、药剂注射时间

5月 25 日-6 月 10 日进行第一次防治、7月 20 日-8 月 5 日进行第二次

防治。

6、药剂用量

3.0%噻虫啉微囊剂原液 3-6ml/孔

7、操作要求

在进行树干注射施药的人员，在注射过程中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戴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对于药品的存放要远离有儿童的地方避开光照和

高温，最好要一次性用完，避免因储存而失效。

在进行树干注射时，每次使用以后要清理注射机或者是内部注射器，

转动部位添加适当的润滑油，有利于下次注射工作的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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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

在此提交的《投标文件》，正本 1 份，副本 1 份，包括如下内容：

一、投标函；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四、报价一览表；

五、投标报价明细表；

六、投标人一般情况表；

七、未被列入失信记录书面声明；

八、无骗取入围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问题声明；

九、其他商务证明材料；

十、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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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致： （招标方）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提供的项目编号：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

容， 我方： （投标人名称）作为投标单位正式授权 （授权代

表全名、职务）代表我方进行有关本项目投标的一切事宜。

我方已完全明白《招标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并重申以下几点：

（一）我方决定参加：项目编号为 的投标；

（二）本《投标文件》的有效期在投标截止日后 30 天有效，如中标，有

效期将延至合同终止日为止；

（三）我方已详细研究了《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正文（如果有）和

所有已提供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附件并完全明白，我方放弃在此方面提出含糊

意见或误解的一切权力。

（四）我方同意按照贵方可能提出的要求而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任何其它数据

或信息。

（五）我方如果中标，将保证履行《招标文件》及其补充文件中的全部责

任和义务，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合同中的全部任务。

（六）如我方中标，我方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之前，按《招标文件》中规

定的标准向甘肃华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交纳代理服务费。

（七）投标有关的一切资金往来请使用以下账户：

开户行：

户 名：

账 号：

（八）与本招标有关的函件请发往下列地址：

地址：

电话：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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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投标人：（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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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 （招标方）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国家或地区）的 （投标人名称）

的在下面签字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授权在下面

签字的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就（项目

编号为 ）的《招标文件》中的 项目的投标和合同执行，

以我方的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宜。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投标人（盖章）：

地址：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职务：

被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职务：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法定代表人与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需附在《投标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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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人名称： 价格单位：人民币/元

投标人名称：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总报价 大写： 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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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人名称：

价格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单位 工程量 单价 总价 单价

总报价 大写： 小写：

投标人名称：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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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标人一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网址

公司类型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总员工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项目经理

营业执照号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 号 技 工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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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有无受

各级管理部门

的处分或处罚

年份 处分或处罚记录 处分单位 相关说明

2019

2020

2021

备注

兹证明上述声明是真实、正确的，并提供了全部能提供的资料和数据，

我们同意遵照贵方要求出示有关证明文件。

投标人名称：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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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被列入失信记录书面声明

本公司声明：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

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

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未被列

入“信用甘肃”网站（www.gscredit.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财政性资

金管理使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等

（ 以 本 项 目 投 标 报 名 期 内 在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 、 中 国政府 采 购 网 [www.ccgp.gov.cn]及

“信用甘肃”网站[www.gscredit.gov.c n] 查询结果为准。

附件：“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及“信用甘肃”网站

查询结果

投标人名称：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www.ccgp.gov.cn/
http://www.gscredit.gov.cn/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www.ccgp.gov.cn/
http://www.gscredit.go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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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无骗取入围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问题声明

本公司在最近三年（ 年 月-至今）内没有骗取入围和严重违约及重

大质量问题。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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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它商务及技术证明材料（格式自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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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本

十、封面格式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文件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投标日期：二〇二二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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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合同格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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