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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

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比选项目，

项目负责方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

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项目资金

由负责方自筹，并已落实。项目已

具备比选条件，现组织开展比选，具

有提供该项目服务能力的公司均可

前来比选应答。

一、项目的名称、数量及主要技
术参数

1.1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四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营业厅

引商入店类项目

1.2 项目内容 : 本次采购为本市

营业厅引商入店（引商入柜）

1.3 标包划分：标包 1：蓬溪县水

井湾营业厅（引商入店）；标包 2：安
居区琼江中路 131 号（引商入柜）。

各标包详细情况详见比选文件内容。

1.4 服务范围：四川省遂宁市。

1.5 服务期限：本次服务的有效

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1.6 资金来自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四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出资

比例为 100%，资金已落实。

二、资格要求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由评审

委员会根据比选文件的规定对应答

人进行资格审查，应答人资格要求

如下：

2.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

商局登记注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有关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允许

个体工商户参与应答。

2.2 应答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两证齐全 (公司性质必须提供组

织机构代码证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须覆盖零售 /销售 /服务或通讯（通

信 /电信）器材（设备 /产品 /配件）或

移动业务代理服务范围。对于已

按商事登记改革要求更换新版营

业执照的，应提供商事主体信息最

新查询结果（显示经营范围、注册资

本等信息）的截屏；对于已完成“三

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须提供由

工商部门核发的已加载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

照。

2.3 应答人须满足：目前在四川

移动公司遂宁市通信业务合作，或

目前在四川省范围内两个或以上市

（州）移动公司通信业务合作。并提

供合作协议 /合同等证明文件。

2.4 应答人需在四川省遂宁市

下属各区县设立有本地化服务机

构（包括分公司或办事处）(须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 )；若目前尚未设立本

地化服务机构，则须承诺，若中选

将在接到中选通知起 15 日内在对

应中选区域的区县一级设立正式

的技术服务机构，并在 20 日内向当

地移动公司提供服务机构地址、人

员名单等证明材料（须提供相应承

诺书）。

2.5 应答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

业，应答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

冻结，破产状态；保证在最近三年内

没有骗取中选、严重违约违规或重

大项目质量、安全问题。

2.6 比选应答单位负责人为同

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

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比选

应答。

2.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应答。

三、获取比选文件

比选文件领取时间为：2019 年

3 月 21 日到 2019 年 3 月 26 日，每日

9 时 00 分到 17 时 30 分。

四、应答文件的递交

3.1 纸质应答文件递交的截止

时间为：2019 年 4 月 3 日 9：30 分；地

点：遂宁市明月路 447 号移动大楼

二楼会议室；本次应答将于 2019 年

4 月 3 日 9：30 分于遂宁市明月路

477 号移动大楼二楼会议室进行，参

与该项目比选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

托的授权代理人应准时参加。

3.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

地点的纸质应答文件，采购人将不

予受理。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仅在《遂宁日报》

上发布，比选公告将明确对供应商

的资格要求、开启应答等事宜。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地址：遂宁市明月西路

477 号移动大楼

邮编：629000
蓬 溪 联 系 人 ：杨 女 士 联 系 电

话：13882528820
安 居 联 系 人 ：杨 先 生 联 系 电

话：18728507095
七、免责声明

本次项目比选信息发布的媒介

为：《遂宁日报》。除上述外，我公

司不在其他任何网站、论坛等媒介

上发布任何关于该次项目信息，其

他任何媒介上转载的均为无效。

八、附加项

4.1 参与比选报名时须提交以

下证明材料，均须提供复印件加盖

单位行政公章。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应答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 (公司性质必须提供组织机构代

码证 )；对于已按商事登记改革要求

更换新版营业执照的，应提供商事

主体信息最新查询结果（显示经营

范围、注册资本等信息）的截屏；对

于已完成“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的，须提供由工商部门核发的已加

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营业执照。

4.2应答人在项目报名时所留的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将作为唯一联系

方式及地址，请务必保证信息准确。

项目主办方：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四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

2019年 3月 21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

2019年-2020年
引商入店类项目比选公告

一、项目名称
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雨污管网病

害整治项目造价咨询（第二次）。
二、工程概况：
2.1 项目业主：遂宁市河东开发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2.2 建设地点：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
2.3 项目规模：管网病害整治含道路管网及

住宅小区内管网混接错接、破裂、变形、断接、错
口、起伏、脱节、接口材料脱落、支管暗接异物穿
入、渗漏等问题整改（包括水下淹没作业），含开
挖、管网安装、恢复等相关工作。项目主要涉及
河东新区一期建成区内市政道路及小区。

三、招标范围包括：配合业主结合施工现场
分点位编制工程预算、结合合同付款方式进行验
工计价审核拨付的进度款、材料和设备价咨询、

审核竣工结算并协助委托人配合审计部门审计
工作。

四、竞争性谈判单位资质要求
1、公司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
乙级及以上资质）。

2、拟派至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全国注
册造价工程师资格，岗位证书注册在本单位、提
供最近 6个月连续缴费社保的证明的复印件盖
公章。

3、业绩：近三年已完成 1个市政项目造价业
绩。

4、企业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外
地企业，必须提供《四川省省外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入川承揽业务信息录入证》。

五、报名时间及报名地点

时间：2019年 3 月 21日至 2019年 3月 25日。
地点：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六、发布媒体：遂宁日报
七、谈判时间及地点
谈判地点：由代理机构组织相关部门在遂宁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遂州北路 169号市政
务服务中心 7楼）进行竞争性谈判

谈判时间：详见竞谈文件
八、其他事项
（一）报名时须提交的资料
（1）企业经营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
（2）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
（3）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鲜章)；
（二）联系方式
招标人：遂宁市河东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段先生；联系电话：0825-2922251
招标代理机构：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28-86094188

2019年 3 月 20 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