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1.工程概况 

本工程共改造积水路段 3 处，分别为 S219 灰里线下穿胶黄铁路路段、S219 

灰里线下穿青兰高速路段、国道 G204 下穿机场高速路段。 

2.主要工程规模 

S219灰里线下穿胶黄铁路路段：增设 1.0x1.0m混凝土边沟 55m，增设 3.0x 

1.0m 混凝土雨水明渠 30m，挖方 1572m。 

S219 灰里线下穿青兰高速路段：增设 1.5x 1.0m 混凝雨水边沟 36m，增设 

2.0x 1.5m 混凝雨水明渠 118m,增设 1-1.5 x 0.8m 箱涵 15m,增设砖雨水口 6

座 DN3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 9m,边沟盖板增设 12 块，拆除重装 11 块挖除恢

复 4cm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5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89.9m 挖除恢复水泥混凝土

基层 18.2m。 

G204 烟沪线下穿机场高速路段：增设预制混凝土装配式偏沟式双能雨水口 

3 座，砖雨水口 14座,DN300钢筋混凝上雨水管 18m,增设 2-3 x 2m盖板涵 73.5m,

浆砌片石护坡 205m 挖除恢复 5cm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8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30m，恢复 C30 水泥混凝 18m，被交路挖除恢复 20cm 水泥混凝土+18cm 水稳碎

石 135m增设隔离栅 137m。 

3.招标范围 

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 

4.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 

4.1工程量清单说明： 

4.1.1 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招标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以及有

关工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

约定计量规则中没有的子目，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所标示尺寸的理

论净量计算。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4.1.2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



同条款、技术规范及图纸等一起查阅与理解。 

4.1.3 本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量，仅作为投

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

工程量，由承包人按技术规范规定的计量方法，以监理人认可的尺寸、断面计量,

按本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或者，根据具体情况，按合同条

款第 15.4 条的规定，由监理人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计算支付额。 

4.1.4 工程量清单各章是按第七章“技术规范”相应章次编号的，因此，工

程量清单各章的工程子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技术规范相应章节的范围、计量与

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4.1.5 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

程量清单各子目标价前，应参阅第七章“技术规范”的有关内容。 

4.1.6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

力，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4.1.7 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不是工程量清

单的外延。当图纸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

报价的依据。 

4.2投标报价说明 

4.2.1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4.2.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

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

修复、管理、保险、税费、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

和一般风险。 

4.2.3 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

在工程量清单中其他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人指令完成

工程量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4.2.4 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所列子目之中，未列子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

有关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4.2.5 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



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4.2.6 本工程建筑工程一切险的金额为第 100 章至 700 章清单合计的 3‰

（不含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的保险费和安全生产费）；第三方责任险

的投保金额为 500万元，保险费率为 3‰。 

4.2.7 本工程安全生产费金额为第 100 章至 700 章清单合计的 1.5%（不含

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的保险费和安全生产费）。 

4.2.8 施工环保费为第 100 章至 700 章清单合计的 0.8%（不含工程一切险、

第三方责任险的保险费、安全生产费及施工环保费）。 

4.2.9 暂列金额为“第 100 章至 700 章清单合计”的 3%。 

4.2.10 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     

4.3工程量清单 

因青岛市政府采购一体化交易管理平台上传材料格式问题，本项目详细工程

量清单、图纸等其他资料，请供应商自行登录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WvduJi0vFo-BD18ESb0TA?pwd=9999 提取码：9999。 

投标报价汇总表 

标段：胶州市积水路段排水整治工程 
  

序  号 章  次 科  目  名  称 金额(元) 

1 100 清单 第 100章  总则 
 

2 200 清单 第 200章  路基 
 

3 300 清单 第 300章  路面 
 

4 400 清单 第 400章  桥梁、涵洞 
 

5 600 清单 第 600章  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 
 

6 第 100章至 700章清单合计 
 

7 已包含在清单合计中的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 
 

8 清单合计减去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即 6-7)=8 
 

9 计日工合计 
 

10 暂列金额(不含计日工总额) 
 



11 投标报价(6+9+10)=11 
 

 

工程量清单 

合 同 段: 胶州市积水路段排水整治工程 货币单位: 人民币 元 

清单 第 100章  总则 

子目号 子  目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101 通则     

  101-1 保险费     

  -a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建筑工程一切险 总额 1.000 

  -b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第三者责任险 总额 1.000 

  102 工程管理     

  102-1 竣工文件 总额 1.000 

  102-2 施工环保费 总额 1.000 

  102-3 安全生产费 总额 1.000 

  103 临时工程与设施     

  103-6 临时调流设施 总额 1.000 

  104 承包人驻地建设     

  104-1 承包人驻地建设 总额 1.000 

  106 疫情防控费     

  106-1 疫情防控费 总额 1.000 

  
  清单  第 100 章合计   人民币    

 
  

工程量清单 

合 同 段: 胶州市积水路段排水整治工程 货币单位: 人民币 元 

清单 第 200章  路基 

子目号 子  目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202 场地清理     

  202-2 挖除旧路面     

  -a 水泥混凝土路面 m3 45.200 

  -b 沥青混凝土路面 m3 13.227 

  -d 水泥稳定类路面基层 m3 35.100 

  207 坡面排水     

  



207-1 

边沟（1m×1m雨水边沟 55m、1.5m×1m

雨水边沟 36m；含挖方、混凝土、盖板）     

  -c 现浇混凝土     

  -1 C20混凝土垫层 m3 20.000 

  -2 C30混凝土沟身 m3 152.800 

  -e 预制安装混凝土盖板 m3   

  -1 新增 200×80×22盖板（含钢筋） 块 12.000 

  

-2 

160×100×20盖板拆除重新安装（1:2

水泥砂浆抹面） 块 11.000 

  -g 挖土方 m3 382.000 

  

207-11 

排水明渠（3m×1m排水明渠 36m、2m

×1.5m排水明渠 118m；含挖方、混凝

土、沉降缝）     

  -c 现浇混凝土     

  -1 C20混凝土垫层 m3 50.400 

  

-2 

C30混凝土沟身（含浸沥青木板沉降缝、

沉砂池） m3 444.480 

  -g 挖土方 m3 1842.000 

  -h 挖石方 m3 249.000 

  207-12 现状边沟清理     

  -a 挖石方 m3 619.500 

  -b 挖淤泥 m3 1407.000 

  
  清单  第 200 章合计   人民币    

 
  

工程量清单 

合 同 段: 胶州市积水路段排水整治工程 货币单位: 人民币 元 

清单 第 300章  路面 

子目号 子  目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304 水泥稳定土底基层、基层         

304-3 水泥稳定土基层         

-a 厚 180mm水泥稳定碎石 m2 135.000 

  308 透层和黏层     

  308-2 黏层（乳化沥青） m2 262.600 

  309 热拌沥青混合料面层     

  309-1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a 厚 40mm细粒式沥青混凝土（AC-13C） m2 98.300 

  



-b 厚 50mm细粒式沥青混凝土（AC-13C） m2 30.000 

  309-2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a 厚 50m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AC-20C） m2 98.300 

  -b 厚 80m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AC-20C） m2 36.000 

  310 沥青表面处置与封层     

  310-2 封层（热沥青防水层） m2 98.300 

  312 水泥混凝土面板     

  312-1 水泥混凝土面板     

  -a C30水泥混凝土路面基层 m3 18.000 

  -b 厚 360mm C30水泥混凝土路面基层 m3 18.200 

  -c 厚 200mm C30水泥混凝土路面 m3 27.000 

  314 路面及中央分隔带排水     

  314-1 排水管（DN300） m 27.000 

  314-7 砖砌雨水口 座 20.000 

  314-8 预制混凝土雨水口 座 3.000 

  
  清单  第 300 章合计   人民币    

 
  

工程量清单 

合 同 段: 胶州市积水路段排水整治工程 货币单位: 人民币 元 

清单 第 400章  桥梁、涵洞 

子目号 子  目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420 盖板涵、箱涵         

420-1 钢筋混凝土盖板涵（2-3m×2m，含护坡） m 73.500 

  420-2 钢筋混凝土箱涵（1.5m×0.8m） m 15.000 

  
  清单  第 400 章合计   人民币    

 
  

工程量清单 

合 同 段: 胶州市积水路段排水整治工程 货币单位: 人民币 元 

清单 第 600章  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 

子目号 子  目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603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         

603-3 焊接网隔离栅 m 137.000 

  604 道路交通标志     

  



604-7 附着式交通标志     

  -a 隔离栅上附着式提示牌（□500*750mm） 块 2.000 

  
  清单  第 600 章合计   人民币    

 
  

5.其他要求 

5.1 响应文件环保措施应响应国家、省、市各项施工环保规定，制定明确的

具体方案。 

5.2 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和行业主管部门相关环保文件要求，机械、材料

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达不到国三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入场作业。 

5.3 投标人须严格落实市交通局、公路中心和所属区市防疫工作要求，制定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处置方法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配合相关部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费用已列支工程量清单。 

5.4 本项目成交单位须具备满足本项目的试验检测能力：自有或依托省级及

以上交通质量监督机构颁发的公路工程综合类乙级及以上试验检测资质，且该试

验检测机构在“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信息系统”中“试验检测机构查询”

查询属实并在有效期内。利用自有试验资质的成交供应商须在合同签订前提供试

验室资质证书原件；成交供应商委托相应资质试验检测机构的，须提供委托协议

原件及被委托单位的资质证书原件及计量认证（CMA）资格原件；若成交单位在

合同签订前不能提供以上资料，则采购人将取消其成交资格，由此造成的损失，

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5 合同人员履约应严格执行《青岛公路工程项目施工与监理合同人员履约

考核办法（修订）》(青路基〔2020〕32号)，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投标人的

成交项目经理及项目总工需按时到场。人员更换须符合相关规定，非正常更换人

员扣减工程款作为违约金，更换项目经理、项目总工 10 万元/人次，更换质检

工程师、各专业工程师 2万元/人次。 

5.6成交供应商需严格执行采购人的相关制度及考核办法。 

5.7采购人将根据《青岛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公路工程信用评价实施办法（试

行）》（青路计划〔2022〕19号）对成交供应商实施信用评价。 

5.8 项目实施严格按照《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

（试行）》（青交公路〔2022〕15号）执行。 



5.9 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执行《养护大中修工程施工单位管理与考核办法（试

行）》青路养护〔2022〕110号、《青岛市公路养护工程项目文件立卷归档管理办

法（试行）》青路养护〔2022〕112号、《养护大中修工程第三方试验检测管理与

考核办法（试行）》青路养护〔2022〕113号等办法。 

5.10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执行采购人在施工期内印发及实行的其他办法。 

6.商务条件 

6.1计划工期： 60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3年 3月 10日； 

计划完工日期：2023年 5月 9日； 

其他补充内容：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下达的开工令为准。 

6.2合同主要条款： 

6.2.1合同签订 

本项目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

(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区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各自履行普通国省道管理职责，签订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甲方 1）、区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甲方 2）、成交供应商（承包人）三方合同。 

6.2.2付款方式 

（1）承包人按照工程进度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监理人审核完成后

报甲方 2 审核，甲方 2 审核完毕(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 14 天内)后上报甲方 1，

由甲方 1审批后拨付相应款项。甲方 1在支付每笔款项前，承包人应当提供符合

税务规定的正式发票，否则甲方 1有权拒付相应款项直至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为

止。期中支付的累计金额不高于合同额的 90%。 

（2）项目审计完成后，付至审定值的 97%，剩余 3%作为质量保证金，待缺

陷责任期满，签发缺陷责任终止证书后，付至审定值的 100%。质量保证金采用

银行保函时，担保期限应不短于缺陷责任期，如因承包人原因导致缺陷责任期延

长的，承包人应及时延长银行保函担保期限。 

（3）该项目人工费将在建设单位每次拨付资金时根据施工单位需求按一定

比例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4）该项目相关付款程序应严格遵守青岛市财政资金支付程序规定，如因



市财政资金筹措原因或执行该程序而影响拨款及时到位，承包人不得以此为由向

发包人要求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据《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流程的通知》青财采【2019】2

号有关规定，本项目为预采购，实施先于预算资金下达，可能因意外情况终止

或者变更。中标后，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前应再次确认预算是否下达，若预算

终未下达，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签订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6.3质量要求：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 

6.4 安全目标：“三类人员”持证率 100%；在生产过程中无生产责任事故、

重大伤亡事故和死亡事故的发生。 

6.5缺陷责任期：自实际交工日期起计算 12个月。 

6.6质保期：自实际交工日期起计算 24个月（即：在质保期限内因工程材料、

施工质量等发生工程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免费维修义务，并对造成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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