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

心南区小操场地面改造工

程项目采购文件 
 

 

 

 

 

 

 

项目名称：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南区小操场地面改造

工程项目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市场询价邀请（工程类） 

 

我单位拟就下述项目组织市场询价，现邀请贵公司进行

响应。 

1.采购内容和数量： 

 

2.供应商资质及报价要求：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投标函：（附件一） 

（5）投标附录：（附件二） 

采购内容 

采购 

预算 

（万元） 

服务期 地点 项目 

中国听力

语言康复

研究中心

南区语训

部小操场

塑胶地垫

铺装及围

栏改造项

目  

14.2 万元 

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

完成 

北京市朝

阳区惠新

里甲 8 号 

详见需求 



（6）中小企业声明函（附件三） 

（7）提供 EPDM 橡胶颗粒、铺设专用胶水环保检测报

告。 

3.响应截止时间：2022 年 11 月 18 日 17:00（北京时间），

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4.响应文件递交方式：供应商应当在响应截止时间之前，

将完整的响应文件盖公章文件（一式三份，一正二副）送至

北京市昌平区七北路 49 号。 

5.本项目评审采用最低价评分法，相同条件下价格最低

中标。 

 

联系人：陈荣         联系电话：13811780648 

 

 

 

 

 

 

 

 

 

 

 

 



采购需求： 

一、塑胶铺装及技术要求   

1.塑胶地坪主要材质：EPDM 橡胶颗粒 

2.辅料：环保专用胶水、塑胶地面找平层水泥砂浆，井

口处理平整，可开启检查。 

3.施工面积包含全部塑胶地坪及围栏区域约为 390 平方

米（后续以实际测量为准）。 

塑胶材料采用环保产品并出具相关的合格证明材料，符

合 GB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检验标准，

铺设 EPDM 橡胶厚度不小于 13mm。其中 13mm 厚度包含

8mm 厚弹力基层、5mm 耐磨面层.弹力层为径 2-4mm 的颗粒，

与专用胶搅拌均匀后，铺设在与找平层结合的基层。颗粒径

大，胶质层多，以保证满足基层弹性的要求；面层为径 1-2mm

的颗粒，与专用胶搅拌均匀后，铺设在基层弹力层的上面。

颗粒径小，胶质层少，以保证满足面层耐磨性能的要求。铺

设面积以实地测量为准。铺设前将原有塑胶地面全部铲除，

并在此基础上做自流平，之后铺装塑胶地面。塑胶颜色和图

案按需求方要求铺设，且符合专业化或行业铺设使用标准。

表面无凹凸起伏，要充分考虑到北方四季变化对塑胶地面的

影响。 

 

 



二、更换西侧消防通道围栏门 

采用 PVC 材质，门体、门框内装饰条格要坚固牢靠。整

体表面无毛刺、突起尖锐异物。由于儿童天性好动，在安装

时要充分考虑到地插、合页的牢固性和安全性，地插要圆角

设计。同时还要带锁具，必要时要将地插表面金属物品进行

软包处理。 

三、小操场围栏更换 

儿童菜地原有栅栏已经老化严重需要全部拆除，在原址

上新作防腐木栅栏，立柱不低于 10*10cm（厚度）、横梁不

低于 4*9cm（粗细）、栏杆不低于 3*5cm（厚度），底座下

洼不得少于 45cm，木栅栏的地面上高度不少于 80cm，表面

要粉刷防腐木蜡油，清漆打磨，无毛刺，格栅顶部为圆弧形

且要采取软绵套进行保护，防止伤到幼儿。木栅栏整体要牢

固，在晃动中不变形，受潮、受热不开裂走样。安装的延米

数以实地测量为准。 

四、施工要求 

铺装、修缮、新作栅栏等工作要充分考虑到安全问题，

要对大型玩具进行拆除（摆放位置需确保安全），施工完毕

后征求需求方意见，再进行恢复安装。因南区幼儿较多，要

设立专门安全管控人员并建立安全保护措施。 

五、验收要求 



1.验收依据：《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36246-2018》。 

2.外观验收：地胶厚度不小于 13mm；地面平整，四周具

有一定的坡度，便于排水。外观无裂痕或分层现象、防滑层

与底胶层粘合牢固、无凹凸现象，表面色泽均匀、耐久；划

线或图案清晰、不反光，无明显虚边、与面层粘合牢固。 

3.工程施工期间要进行拍照存档，特别是隐蔽工程要有

详实的工程认量单进行记录。 

六、其他要求 

1.提供 EPDM 橡胶颗粒检测报告、胶水检测报告，并加

盖承包方公章，并且在整体铺设完成后，要抽取成品交由第

三方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费由中标方承担（检

测内容应符合国家正规程序，确保公正公平客观）。 

    2.工程价格及数量文字调整为：需求总价预算金额为 14.2

万元（以实际中标价为准）；工程量包含需求文件全部改造

内容及改造相关联配件、辅料、人工、税费等与本项目有关

的施工内容。执行固定总价合同形式，任何施工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变更、洽商、签证等全部工作内容的费用均由承包人

自行承担，所有工程量、单价、总价一次性包干。 

3.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参选单位的报价，

且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我中心可要

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供应商书面



说明应当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要求，逐项就供应

商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详细陈述），

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拒绝或者变相拒绝提供

有效书面说明或者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

标委员会应当将其比选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4. 近 3 年 内 未 被 列 入 《 信 用 中 国 》 网

（ www.creditchina.gov.cn ）渠道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

单、失信惩戒对象名单（须提供网站截图）；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分公司、分所等分

支机构参加投标 

6.应标资料、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需结合自身实力自

主报价，全套文件应无涂改或行间插字和增删，如有修改，

修改处应由参选单位加盖单位的公章，文件要求编制相关

文件，递交的文件均应编写目录及页码，并确保其所提供

的投标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合法性，否则，由此引起

的任何责任自行承担。 

7.供应商只响应资质及报价要求的或未见明确需求响应

的且报价偏离预算金额的，不属于同等条件范围。 

七、疫情防控要求 



进出施工人员要持有 72 小时核酸证明方可进入院区，施

工人员必须保证近 14 天内无出京记录。同时符合属地疫情防

控的动态防控要求。 

八、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质保 2 年。质保期内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由中标免费负责维修。12 小时内上门进行

处理。 

九、整体施工面积以实地测量为准 

 

 

 

 

 

 

 

 

 

 

 

 

 

 

 



附件一： 

投 标 函 

致：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1、根据你方招标项目：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南区

语训部小操场塑胶地垫铺装及围栏改造项目 采购文件，遵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经研究采

购文件中合同条款、内容、要求、质量、验收标准及其他相

关内容后。经我方反复测算，愿以人民币             万

元的投标总报价。 

2、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采购文件，包括有关附件。 

3、我方承认投标函附录是我方投标函的组成部分。 

4、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投标函附录承诺中的要

求完成并全部工作。 

5、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积极配合

贵单位进行检查验收工作。 

6、我方完全履行响应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在此期间

内如果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7、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和本

投标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供应商（盖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帐号：                                   

                                                                     

日期:2022 年   月    日 

 

 



附件二： 

投标函附录 

 

注明： 

1.请按照顺序在表格内进行填写，4-8号单位一栏如能达成此目标请填写“是”不能填

写“/”。 

2.表格内约定内容一栏 4-8号根据各单位工作实际填写。例如：4号“质量标准”合格。 

   3.施工人数按照客观实际填报，遇施工人数总计超过 15人时需做出详细说明，并按

照施工行业标准及分项分工进行说明。 

   4.施工总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以元作为报价单位非万元。 

   5.请按照顺序在表格内进行填写，序号 1一栏如能达成此目标请在约定内容填写“是”

不能填写“/”。（需要明确响应） 

 

 

 

 

序号 项目内容 单位 约定内容 

1 维修总面积 
采购需求第一条第 3

点之约定 / 

2 施工人数  人 / 

3 投标总报价           万元 / 

4 质量标准   

5 对质量目标的承诺   

6 安全生产目标   

7 安全生产管理目标的承诺   

8 项目经理 

姓名、电话 
 

承诺  



附件三：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

行办法》（财库【2011】18 号）的规定。本公司为   型企

业。即本公司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本公司

为    型企业。 

2、本公司参加                                 项

目采购，由本企业提供服务。 

3、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 

4、附证明材料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2022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