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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邀请函

投 标 邀 请 函

致：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虎岗高速公路 2020 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青混凝土

（第三次），建设资金来自公司自筹 ，招标人为 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选定承包人。

诚邀具备相应资格条件的养护单位参与本项目的投标，本项目采用符合性

审查的资格审查方式。

2、招标范围项目内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沥青混凝土。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经营范围具有沥青混凝土生产（若营业执照没有明确经营范围，

需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官网查询截图并打印附上）。

（3）具有自有搅拌站（规格不小于 4000 型（含）），提供设备发票

复印件，搅拌站场地不少于 20亩（提供自有产权复印件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4）因本项目工期紧，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要求投标人现场有库存辉

绿岩和进口沥青，且以资承诺证明，同时投标人须提供最近二个月（以投

标截止日算起）原材料辉绿岩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进口沥青产品合格证复

印件，中标后提供原件核验，未提供者或者中标后核实不属实的将按否决

投标处理。

（5）提供近三年（从 2017年 6月后）累计沥青混凝土销售合同不少

于 50万吨，以沥青材料销售合同签订的日期为准。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至 2020 年 6 月

22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08时 30分至 12时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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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下午 14时 00分至 17时 30分（北京时间，下同）联系广东中元招标

代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769-23663761）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领取本次招

标项目的招标文件等资料。本次采购项目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站

（ http://www.ccgp.gov.cn/ ） 、 广 东 省 招 标 投 标 监 管 网

（ http://zbtb.gd.gov.cn/login ） 、 广 东 中 元 招 标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www.zhongyuanzb.com）、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dgjtjt.com.cn）

5. 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不统一组织投标人观察实物，由投标人自行前往我司观察实

物。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6 月

23日下午 15时 30分，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

文件递交至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路 561号街道办事处 2号楼 2楼

(公共资源交易大厅)开标 2室（评标 2室）。

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联系方式

招标人：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中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柏洲边村泰升工业路 地址： 东莞市莞城街道创业社区莞太大

东江大桥监控中心 道 120号金马大厦八楼 806-809室

邮 编： 523000 邮 编： 523000

电子邮箱：2267010671@qq.com 电子邮箱：zhongyuanzb@163.com

电 话：0769-27285371 电 话： 0769-23663761

传 真：0769-22411855 传 真： 0769-23663761

联系人： 万先生 联系人：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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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一、总则

1、招标说明

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招标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东

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管理办法》和《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公路养护项目及

其他零星工程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要求，现对虎岗高速公路 2020 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

青混凝土（第三次）进行招标。

1.1本次招标的项目名称为“虎岗高速公路 2020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青混凝土（第三次）”，

项目内容包括提供沥青混凝土，资金来源为招标人自筹。

2、投标人的合格条件

2.1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经营范围具有沥青混凝土生产（若营业执照没有明确经营范围，需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官

网查询截图并打印附上）。

（3）具有自有搅拌站（规格不小于 4000 型（含）），提供设备发票复印件，搅拌站场地不少

于 20 亩（提供自有产权复印件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4）因本项目工期紧，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要求投标人现场有库存辉绿岩和进口沥青，且以资

承诺证明，同时投标人须提供最近二个月（以投标截止日算起）原材料辉绿岩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

进口沥青产品合格证复印件，中标后提供原件核验，未提供者或者中标后核实不属实的将按否决投

标处理。

（5）提供近三年（从 2017 年 6 月后）累计沥青混凝土销售合同不少于 50 万吨，以沥青材料销

售合同签订的日期为准。

2.2为确保投标人具有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资格，投标人提交的投标书应包括本须知第 8条规定的

内容。

2.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投标费用

3.1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的一切费用，无论中标与否，均由投标人自负。

4、标前会议

本项目招标人不召开标前会议，投标人如有疑问，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以书面



5

形式（包括信函、电报、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下同），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

予以澄清。

二、招标文件

5、招标文件的内容

5.1本招标文件包括下述内容：

⑴投标邀请书

⑵投标须知

⑶投标文件格式

(4)合同条款

5.2投标人应认真检查招标文件是否完整，若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时，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

以便补齐。

5.3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与要求编写投标文件。如果投标文件与招标

文件的规定或要求不相符合，将可能导致投标失败。

6、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6.1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在获得招标文件

3 日内向招标人提出，以便补齐，否则，由此引起的损失或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己承担。投标人

同时应认真审阅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要求等，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没有按招

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并根据有关条款规定，该投标有可能被拒绝。如有疑问，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前以书

面形式（包括信函、电报、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下同），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

件予以澄清。

补遗书（包括本须知其他条款中提及的补遗书）将以书面形式发出，补遗书是招标文件的组成

部分。补遗书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号，对所有投标人都具有约束力。补遗书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的部分

以补遗书为准。如果前后发出的补遗书的内容不一致时，以后发出的补遗书为准。

为使投标人在编写投标文件时有合理的时间纳入上述补遗书的内容，必要时招标人在原定

投标截止时间 3 日前，酌情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三、投标文件

7、投标文件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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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投标人编写的投标文件，应按以下的内容和顺序进行编制：

7.2 投标文件的构成：

（1）投标报价表（含报价清单）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6）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7）要求出具的资格证明文件

以上内容都必须使用招标文件第 3 章提供的格式，投标人不得擅自修改。

7.3 本合同段的投标文件包括二份、其封面应盖注“正本”或“副本”标记，正本和副本如有

不一致之处，以正本为准。

8、投标保证和履约保证金

8.1 投标保证金额须符合投标邀请书规定的金额。

8.2 投标保证金的要求：

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 元）

公司名称：广东中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东莞分行

账户：691168842

投标保证金必须以银行转账方式提交。划账时须在银行划款单用途栏上注明本次招标编号和投

标人的简称(5 个字以内)

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一个工作日（下班前：17：30）汇入上述账户，以招标代理公司收到各

投标人保证金为准（截止到投标截止前一个工作日 17：30）

保证金必须以投标人名义汇入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分支机构名义汇入或个人名义汇入或现金存入视

为无效，报价当天拒收以现金方式提交的保证金。

8.3 投标人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其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

⑴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文件；

⑵串通、作弊、哄抬标价；

⑶中标后未能按本须知的规定签订合同协议书或提交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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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其它违反招投标相关法规、妨碍公平竞争准则的行为。

8.4中标人履约担保金金额为中标价格的 10%

8.4.1 履约担保可以采用下列任何一种形式：

8.4.2 履约保函，包括银行保函或履约担保；

8.4.3 保证金：

采用电汇、银行转帐方式提交的，汇入以下履约保证金专用账户：

履约保证金账户：

开户名称：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东莞市东城支行

账 号： 7448910182600036827

9、投标书

9.1 投标文件正本应用不褪色的墨水书写或打印，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逐页

小签或签署，其中的投标书及投标书附录、工程量清单还应逐页加盖投标人公章。

9.2 投标文件的任何一页都不应涂改、行间插字或删除。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不论何种原因造成，

均应由投标文件签字人在改动处签署或盖法人章。

9.3 投标文件的正本与副本应分别装订成册，不得采用活页夹。招标人对由于投标文件装订松散

而造成的丢失或其它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10、投标文件的密封与标记

10.1 投标文件的正本与副本应有“正本”、“副本”标记，一起包装在按 10.2 款规定封面格

式的一层封套里。未按要求密封或封套上没有任何投标人的识别标志，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10.2 在封套上应写明（具体资料见投标须知资料表）：

⑴招标人名称：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⑵投标人名称：

(3) 投标文件送交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路 561号街道办事处 2号楼 2楼(公共资源

交易大厅)开标 2室（评标 2室）。

(4) 虎岗高速公路 2020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青混凝土（第三次）投标文件；

(5) 在 年 月 日 时 分开标，此时间之前不得开封。

四、开标与评标

11.1 评标委员会。

11.1.1 本次招标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本次评标的评委会依法由 5 位评委组成，包括：

招标人代表 1人。评委会负责全部的评审工作，任何人不得干预评委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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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方法进行评审。对招标文件中描述有歧义或

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评标委员会有权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评判，但对同一条款的评判应适

用于各投标人。

11.1.3 评审专家（不含招标人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到邀请应主动提出回避：

11.1.3.1 三年内在参加该采购项目投标人中任职（包括一般工作）或担任顾问；

11.1.3.2 配偶或直系亲属在参加该采购项目的投标人中任职或担任顾问；

11.1.3.3 与参加该采购项目投标人发生过法律纠纷，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标的情况；

11.1.3.4 就该采购项目招标文件征询过意见的。

11.2 评标原则和评标方法

11.2.1 评标原则:评标工作应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客观、公正、审慎”的

原则进行。评标委员会将按照规定只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

11.2.2 评标方法：本次招标的评标方法采用最低评标价法。最低评标价法，是指投标文件

满足投标须知第二条投标人的合格条件且投标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报价

从低往高依次推荐三名中标候选人。

资格审查表

序

号

投标人

投标有效性审查项
A投标人 B投标人 C投标人 D投标人

1. 满足投标人的合格条件（投标人须知第 2条）

2. 投标报价表填报正确

3. 按招标文件规定加盖公章、签署

4. 已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资格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

5. 投标保证金符合要求

6.
符合合格投标人条件（搅拌站是否自有、沥青混凝土

业绩是否达标、是否有库存承诺书）

7. 投标文件主要资料齐全

8. 无招标文件或法规明确规定可以废标的其他情形

结 论

不通过原

因说明

1．评审时评委对投标人是否满足要求逐条标注评审意见，“是”标记为“○”，“否”标记为“×”；

2．评审结论栏统一填写为“通过”或“不通过” ，出现一个“×”为“不通过”；

3．对结论为“不通过”的投标，要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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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签名： 日期

11.2.3 评标步骤：先进行初步评审，再进行价格评审。

12、若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时，只接受满足投标人的合格条件的单位现场进行竞争谈判或单一来源

谈判。

13、其它要求：

（1）招标人有权核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资料，若在评标期间发现投标人提供了虚假

资料，其投标将被否决；若在签发中标通知书或者签订合同前发现作为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人提供了

虚假资料，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若在合同实施期间发现投标人提供了虚假资料，招标人有

权从工程支付款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超过 10%签约合同价的金额作为违约金。同时招标人将投标

人上述弄虚作假行为上报相关主管部门，作为不良记录纳入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出现上述弄虚作假情形，第一中标候选人被取消中标资格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

候选人为中标人,或重新组织招标，以此类推。

（2）A、B包不得为同一中标人，A包的第一中标候选人，自动放弃 B包的中标资格，以价低

者得的原则往下顺延，同时 A、B包以最低价的中标单价为统一中标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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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

虎岗高速公路2020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

采购沥青混凝土（第三次）

投 标 文 件

投标单位：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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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报价表 A包（格式）

投标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投标总价 备注

虎岗高速公路2020年路

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

青混凝土（第三次）

（松山湖站至惠常段，

K1+264-K1438+498)

大写：

小写：

注：1、以上报价含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13%）、材料费、制作费、交通运输费、卸

货费等相关费用。

2、本项目投标报价不得超过 11859520元，且大小写应保持一致，若出现不一致，

否则以大写为准。

3、以上数量为暂定数，以采购人实际签收的供货单上的数量进行结算；

4、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次数供货；

5、各项报价不得超过 GAC-13C 为 600元/ t，GAC-20C改性沥青混凝土 580元/t；
6、投标人的设备与材料需符合投标邀请函的 3.1的要求，否则按废标处理。

7、A、B包不得为同一中标人，A包的第一中标候选人，自动放弃 B包的中标资格，

以价低者得的原则往下顺延，同时 A、B包以最低的中标价为统一中标价。

8、供货期约 90天，供货时段约 20：00~7:00。
9、中标人所提供中标金额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

投标人：（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其授权代表（签名）：

日期：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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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报价表 B包（格式）

投标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投标总价 备注

虎岗高速公路2020年
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

购沥青混凝土（第三

次）（松山湖站至五

点梅、虎门港段，

K1+264-K24+717、
K0+000-K10+779）

大写：

小写：

注：1、以上报价含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13%）、材料费、制作费、交通运输费、卸

货费等相关费用。

2、本项目投标报价不得超过 12999420元，且大小写应保持一致，若出现不一致，

否则以大写为准。

3、以上数量为暂定数，以采购人实际签收的供货单上的数量进行结算；

4、投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次数供货；

5、各项报价不得超过 GAC-13C为 600元/ t，GAC-20C改性沥青混凝土 580元/t；
6、投标人的设备与材料需符合投标邀请函的 3.1的要求，否则按废标处理。

7、A、B包不得为同一中标人，A包的第一中标候选人，自动放弃 B包的中标资格，

以价低者得的原则往下顺延，同时 A、B包以最低的中标价为统一中标价。

8、供货期约 90天，供货时段约 20：00~7:00。
9、中标人所提供中标金额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

投标人：（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其授权代表（签名）：

日期：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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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价清单

工程名称：虎岗高速公路 2020 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青混凝土（第三次）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A包

1
GAC-13C改性沥

青混凝土
t 10830

2
GAC-20C改性沥

青混凝土
t 9244

合计

小写：

大写：

B包

3
GAC-13C改性沥

青混凝土
t 11623

4
GAC-20C改性沥

青混凝土
t 10389

合 计

小写：

大写：

投标人：（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其授权代表（签名）：

日期：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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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本授权书声明：（法定代表人姓名）是注册于（省、市、县）的（投

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任（法定代表人职务）。在此授权（被授权

人姓名、职务） (身份证号码 )作为我公司的全权

代理人，在（项目名称）的投标过程中，以我方的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

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投 标 人（法人公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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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业绩表

致：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签约时间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备注

（附合同复印件）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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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诺书

致：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我司向贵公司承诺现场库存原材料辉绿岩与进口沥青，且有生产和运输

能力满足贵公司供料需求（供货期：6月~9月份、供货时段约 20：00~7:00）。

特此承诺！

投 标 人（法人公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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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同格式

东莞市沥青混合料

购 销 合 同

工程名称：虎岗高速公路 2020 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

青混凝土（第三次）

工程地点： 东莞市

合同编号： JWGL20200515

供 方：

需 方： 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0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东莞市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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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沥青混合料购销合同

供方：

需方：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工程名称：虎岗高速公路 2020 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青混凝土（第三次）

第二条 工程地点：东莞市

第三条 工程范围：虎岗高速公路 2020 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结算时按实际供应数量

计算。

第四条 供货期限：由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工程完工止。

第五条 需方委托供方应预拌沥青混凝土，经双方议定，沥青混凝土品种、单价如下表：

名称 级别 数量（t） 单价

（元/m3）
预计金额（元）

备注

（特种要求）

商品沥青

混凝土

GAC-13C 改性沥

青混凝土

GAC-20C 改性沥

青混凝土

合 计：

说明：1、以上报价含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13%）、材料费、制作费、交通运输费、卸货费等相关

费用；2、以上金额为预计量核算额，请款额以实际使用情况结算；3、以需方签收的供货单上的数

量进行结算。

第六条：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

供方提供的沥青混凝土，其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F40）及其所引用的相关技术标准。

第七条：供沥青混凝土方式

（1） 需方预约供沥青混凝土。应于 12 小时前预约，并于每日 17 时前将供料计划用

书面形式或电话通知供方（包括具体时间、沥青混凝土数量、规格、质量要求），以便

供方做好原材料的组织工作和供沥青混凝土的准备工作；供料计划经双方确认后，供方

应按时、按要求将沥青混凝土运送至交货地点。因需方迟报计划而造成未能按需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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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送料到工地由需方负责。供方因特殊原因未能按计划准时送料，应提前 4小时通知

需方（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 需用特殊原材料生产的沥青混凝土的计划预约时间，应由双方按特殊原材料

的订货时间确定提前预约的天数。

（3）需方应保证工地内的道路顺畅、安全，协助卸料路面的交通指挥，并对沥青混

凝土车在卸料期间的安全负责（供方司机责任除外）；供方的沥青混凝土车司机要服从

施工人员的指挥，因司机违反工地指挥造成的安全责任由供方负责。

（4）供方应保证按需方的供应时间供应沥青混凝土，确保供沥青混凝土时间在一个

半小时内送沥青混凝土运至施工点。

第八条：验收方法

标准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按沥青混凝

土按过磅的计量方式计量。

第九条： 结算方式和期限

（1）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需方支付合同价 20%预付款（即 元）给供方，供

方按需方指示地点将材料送达后，经需方接货人核对无误，每月 10 日之前上报上个

月的送货数量，需方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无息付清每批材料款 97%，利余 3%作

为质保金，质保期以工程完工验收后 2年。

（2）需方不按照合同约定付款的，供方有权停止供应沥青混凝土或者拒绝向需方提

供相应的混凝土技术资料，超过 30 天仍未支付的，供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向需方追偿

所欠全部货款。

第十条 供需双方违约责任

供方责任

（1） 所供应的沥青混凝土质量不符合合同第五条、第六条的有关要求，供方应负

责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并处以该批货款的 2倍违约金，供方应按需方要求

准确无误地送料到需方工地，供方质量保证限于现场取样。因供方送错料或沥青混凝土

本身质量问题（如原材料不合格或配合比不合理等原因）造成需方的经济损失由供方负

责，因需方施工不当等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由需方负责。

（2） 因供料中断而导致影响施工质量时，应赔偿需方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3） 供方根据需方每批次的混凝土需求量，合理安排混凝土生产及充足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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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保证需方能连续施工。

（4） 供方应在运输过程中，要遵守政府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环保卫生等方面的

规定。

（5）供方不履约时，需方可提取供方提供的部分或者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追究需

方不履约给供方造成的各种损失。

需方责任

（1） 因需方不遵循有关标准在现场摊铺而造成质量事故时，造成损失由需方负

责。

（2） 因需方违反本合同第九条款而导致供方暂停供货的，需方在未与供方协商结

清沥青混凝土款或达成协议之前，不得改变供沥青混凝土单位及供应沥青混凝土的方

式。

（3） 需方必须明确指示交货地点，并在施工现场负责提供安全通道，指挥混凝土

运输车进出工地及卸料，提供夜间照明，保证工地现场行车安全。

第十一条 供需双方应互相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需方须同

时提供该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如由非法定代表人签订本合同，签约代表应提供法定

代表人的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第十二条 该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有权利和义务监督本合同的执行情况。

第十三条 本合同如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供需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实事求是

的原则，通过协商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如协商和调解无效。可在供方所在地法院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

第十四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供方一份、需方叁份，合同经供需双方签字盖章

后生效。

第十五条 其它补充约定事项：签收单上必须有需方人员 （手机号码： ）签名方可

有效，作为结算依据，无 签名无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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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盖章页）

供方（盖章） 需方（盖章） 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 地 址 东莞市莞樟大道 55 号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电话/传真 电话/传真 0769-27285371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账

号

中信银行东城支行

/744891018260003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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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

广东中元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本单位已按虎岗高速公路 2020年路面养护维修工程采购沥青混凝土（第

三次）（采购编号：JWGL20200515 ）的招标文件要求，于 年 月 日前

以 （付款形式）方式汇入指定账户（账户名称： ，账

号 ，开户银行： ）。

投标单位投标保证金的汇款情况：（详见附件－投标保证金进账单）

汇出时间： 年 月 日；

汇款金额：（大写）人民币 元整

（小写：￥ 元）

汇款账户名称： （必须是投标时使用的单位名称）

帐 号： （必须是投标时使用的账号）

开 户 银 行： （ 银行 省 市 分行/支行）

本单位谨承诺上述资料是正确、真实的，如因上述证明与事实不符导致的一切损失，

本单位保证承担赔偿等一切法律责任。

投标保证金退回时，请按上述资料退回。

附件：投标保证金汇款底单（复印件加盖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单位电话： 联系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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