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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北公交综合体（运河新城单元 C-U21/C2-01、C-R21-09 地块）西区块【运河

新城单元 GS1003-R21-06（拱康西区）】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招标补充文件 

  

各投标人： 

拱北公交综合体（运河新城单元 C-U21/C2-01、C-R21-09 地块）西区块

【运河新城单元 GS1003-R21-06（拱康西区）】污染场地修复工程项目答疑补充

如下，招标文件内容与本招标补充文件内容不一致处，以本招标补充文件为准。 

 

一、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1、招标文件“第五章 投标文件格式”第二部分 商务文件“二、投标报价

表”表 1 主要项目报价表进行更正。即： 

表 1：                      主要项目报价表 

招标编号：                                                  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全费用单价 

（元） 

合计 

（元） 
备注 

1 水泥窑协同处置  m³        

2 热脱附  m³        

3 化学氧化修复  m³        

4 

基坑支护（含止水帷幕

等）、降排水等措施项目

费 

 

项 1       

5 
危废鉴定及其他监测、检

测费 

 
项 1       

6 临建、临水、临电等费用  项 1       

 合计   

 

投标报价说明:1、投标人应根据企业自身实力和市场行情自主报价，清单单价报价为

固定包干单价，包含但不限于完成以下工作内容：治理场地封闭、设备进出场、设备安拆、

修复场地搭设、场地硬化、智慧化工地建设、场内降排水、建渣处理、土石方清挖、筛分

破碎、转驳、转运、修复（包含污染土修复、石方冲洗及污染水处理（达到一级排放标

准））、场外处理污染土危废鉴别、危废处置、污染土壤外运、污染土终端处置、修复后合

格土石方回填、地下管网保护、地下水修复（如有）、基坑结构支护（含止水帷幕）设计、

场内外二次污染防控（包括废水（达到一级排放标准）、扬尘、废气、噪声等污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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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报告编制、专家评审、试验检测、各类迎检、验收、环评、相关施工手续的办理审

批、工程周边社会关系协调、整个施工现场照看管理、与现场相关单位之间的施工配合、

各种风险防范等为完成工程范围内所需的一切工作，其固定包干单价包含且不限于人工费、

材料费、机械费、企业管理费、措施费（含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费、

夜间施工费、现场施工用水用电用气和场内接入费、围挡搭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利

润、风险费、规费、税金等为完成本项目范围内一切工作所产生的费用。 

2、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污染土壤处理量按现场实际测量污染土石方以天然密实体积

计算，若实际确认完成量不足 91779 立方米时，按中标投标综合单价据实收方结算总价；

若实际确认完成量超过 91779 立方米时，按 91779 立方米结算。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更正为： 

表 1：                  投标报价表 
招标编号：                                                  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全费用单价 

（元） 

合计 

（元） 
备注 

1 水泥窑协同处置 m³ 24572       

2 热脱附 m³ 52395       

3 化学氧化修复 m³ 14812       

4 

基坑支护（含止水帷

幕等）、降排水等

措施项目费 

项 1       

5 
危废鉴定及其他监

测、检测费 
项 1       

6 
临建、临水、临电等

费用 
项 1       

 合计   

 

投标报价说明: 

（1）土壤修复、治理、处置根据技术方案按修复工艺分别设置清单按量计价，三项清

单内容为：水泥窑协同处置、热脱附、化学氧化修复，报价时清单量不得调整修改。 

（2）上述土壤修复清单以外的相关费用，包括：基坑支护（含止水帷幕等）、降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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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项目费，危废鉴定及其他监测、检测费，临建、临水、临电等其他费用按项报价，

属于固定包干价，今后不再调整。 

（3）投标人应根据企业自身实力和市场行情自主报价，清单单价报价为全费用单价，

一经报价，后续不作调整，报价包含但不限于完成以下工作内容：治理场地封闭、设备进

出场、设备安拆、修复场地搭设、场地硬化、智慧化工地建设、场内降排水、建渣处理、

土石方清挖、筛分破碎、转驳、转运、修复（包含污染土修复、石方冲洗及污染水处理

（达到环保及城管等相关部门的排放标准））、场外处理污染土危废鉴别、危废处置、污染

土壤外运、污染土终端处置、修复后合格土石方回填、地下管网保护、地下水修复（如有）、

基坑结构支护（含止水帷幕）设计、场内外二次污染防控(包括废水（达到环保及城管等相

关部门的排放标准）、扬尘、废气、噪声等污染)，以及方案和报告编制、专家评审、试验

检测、各类迎检、验收、环评、相关施工手续的办理审批、工程周边社会关系协调、整个

施工现场照看管理、与现场相关单位之间的施工配合及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承担的风险

范围内的费用等为完成工程范围内所需的一切工作，其固定包干单价包含且不限于人工费、

材料费、机械费、企业管理费、措施费（含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费、

夜间施工费、现场施工用水用电用气和场内接入费、围挡搭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利

润、风险费、规费、税金等为完成本项目范围内一切工作所产生的费用。 

（4）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污染土壤处理量按现场实际测量污染土石方以天然密实体

积计算，若实际确认完成总量不足 91779 立方米时，按中标投标全费用单价据实结算；若

实际确认完成总量超过 91779 立方米时，按 91779 立方米结算；按实结算总价大于中标价

的，按中标价进行结算。 

（5）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修改，否则按无效标处理。 

（6）投标报价合计与投标函报价应一致，不一致时以投标函为准。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招标文件“第五章 投标文件格式”第二部分 商务文件“二、投标报价

表”表 2 部分：删除“表 2：投标报价汇总表”、“表 2-1： 投标报价明细表

（一）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二）技术措施费报价表”三张表。即： 

二、投标报价表 

表 2：  

投标报价汇总表 

招标编号：                                                  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一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详见附表 

二 措施项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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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措施费   详见附表 

2 组织措施费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三 规费     

四 税金     

  投标报价合计     

 

注：1、投标报价合计与投标函报价应一致，不一致时以投标函为准。 

2、投标报价明细表附后。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表 2-1：  

投标报价明细表 

（一）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报价 

招标编号：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描述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注 

1 
挖一般土方(挖

非污染土）  

1、非污染土壤开挖，按

垂直工程量计算，放坡在

综 合 单 价 综 合 考 虑 ； 

2、包含开挖土方场内倒

运、堆存及污染隔离防护

等费用 

m³        

2 
挖一般土方(挖

污染土）  

1、污染土壤开挖，按垂

直工程量计算，放坡在综

合 单 价 综 合 考 虑 ； 

2、包含开挖土方场内倒

运、堆存及污染隔离防护

等费用 

m³        

3 回填方  1、开挖基坑回填 m³        

4 平整场地  
1、基坑回填完成后，进

行场地平整、清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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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泥窑处置费  

1、包含土壤筛分等预处

理费用、场内运输及运输

至水泥厂的费用、水泥窑

协 同 处 理 费 ； 

2、污染土方中的石头、

砖块等筛分出来后如清洗

符合的可以直接外运，如

不能清洗合格的则需要考

虑粉碎后与其他土方一起

处 理 ； 

3、工程量以修复方案垂

直工程量计算，涉及施工

超挖增加处理的工程量由

投标人再综合单价中考虑 

m³        

6 热脱附 

1、包含土壤筛分等预处

理费用、场内运输及处置

费 用 ； 

2、污染土方中的石头、

砖块等筛分出来后如清洗

符合的可以直接外运，如

不能清洗合格的则需要考

虑粉碎后与其他土方一起

处 理 ； 

3、工程量以修复方案垂

直工程量计算，涉及施工

超挖增加处理的工程量由

投标人再综合单价中考虑 

m³        

7 化学氧化修复 

1、包含土壤筛分等预处

理费用、场内运输及处置

费 用 ； 

2、污染土方中的石头、

砖块等筛分出来后如清洗

符合的可以直接外运，如

不能清洗合格的则需要考

虑粉碎后与其他土方一起

处 理 ； 

3、工程量以修复方案垂

直工程量计算，涉及施工

超挖增加处理的工程量由

投标人再综合单价中考虑 

m³        

合 计         

注：综合单价应包含完成该项内容所必须的人工、材料、机械、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等费用。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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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措施费报价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描述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注 

1 

大型机械设

备进出场及

安拆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

安拆 
项 1       

2 大棚安拆 

全封闭负压防护大棚，

包括大棚的建设、拆

除、废水、废气的处

理。 

项 1       

3 场地测量  场地测量 项 1       

4 场地清理 

表层建筑垃圾及部分混

凝土拆除及清理，外弃

运距及渣土消纳由投标

人结合现场实际自行考

虑 

项 1       

4 基坑围护 
包含基坑围护、止水帷

幕等 
项 1       

5 
基坑降排水

及处置  

基坑排水沟、集水井、

降水井及地下水抽排工

作等 

项 1       

6 
监测、检测

费用  

施工过程中需要的各类

检测、监测费用等（包

括土壤、水、大气样品

等检测、监测费） 

项 1       

7 

二次污染控

制及安全防

护  

  项 1       

8 数字化工地   项 1       

9 其他   项 1       

合 计     

注：综合单价应包含完成该项内容所必须的人工、材料、机械、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等费用。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8 

3、招标文件“第六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四、签约

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2.合同价格形式调整为：总价合同。 

 

4、 招标文件“第六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 12.1 合同

价格形式 2、总价合同内容调整为：本项目采用总价合同。合同价格结算按经

环保等部门验收合格的实际完成量乘以中标全费用单价结算，若结算总价大于

中标价的按中标价进行结算。 

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涉及合同履行期间，无论因污染物种类变化、

污染物浓度变化、修复范围和工程量变化或者其他因素导致造价增加的，合同

总价均不调整。因基坑围护方案不同造成施工范围扩大和土方工程量增加所产

生的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承包人自行考虑在投标报价中。 

 

5、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递交地址变更为：2022 年 2 月 17 日 9 时  

30 分 00 秒（北京时间），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杭州市之江路 925 号临江金座 2

号楼第  1   开标室。 

 

二、投标人提疑部分  

1、（1）招标文件 P1 中招标范围及内容：拱北公交综合体（运河新城单元

C-U21/C2-01、C-R21-09 地块）西区块需修复污染物共三大类：苯、石油烃

C10-C40、7 种多环芳烃类（苯并[a]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

蒽、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修复范围工程量约 91779m³污

染土（异位化学氧化处理工程量约 15000m³）……（2）修复技术方案中建议低

浓度 PAHs 污染土壤采用异位化学氧化技术修复，低浓度 PAHs 污染土壤总量为

14812m3。 

问题：请问异位化学氧化处理工程量是否以 14812m3为准？ 

答：投标人暂按 14812m3 进行商务报价及技术方案编制，最终以实际异位

化学氧化处理工程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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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根据《拱北公交综合体（运河新城单元 C-U21/C2-01、C-R21-09 

地块）西区块【运河新城单元 GS1003-R21-06（拱康西区）】污染场地修复技

术方案》（简版）P18 中：最终推荐使用方案一（水泥窑+热脱附+化学氧化）

作为本方案涉及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的最优技术方案，同时考虑杭州周边水

泥厂处置能力较为饱和的状态，且本地块污染物热脱附均可处理，故将方案四

（热脱附+化学氧化）作为备选方案。（2）招标文件 P45 中表 1：主要项目报

价表中需要对水泥窑协同处置、热脱附、化学氧化修复进行报价。 

问题：投标人是否按方案一（水泥窑+热脱附+化学氧化）作为技术文件中

的技术路线？ 

答：本项目投标人需按方案一（水泥窑+热脱附+化学氧化）作为技术文件

中的技术路线。 

 

3、修复技术方案 P19 和 28 页中的技术路线图中，异位热脱附、化学氧化

修复土壤均为“土方外运”，请问本项目土壤异位修复是否能在本场地进行？

若不能，请提供异位修复场地地址及范围。 

答：根据场地实际情况，若本场地条件能够满足，原则上允许在本场地进

行土壤异位修复。 

 

4、请明确投标人是否可对修复技术方案中各修复技术参数进行优化调整？ 

答：以招标文件及本补充文件为准。 

 

5、招标文件 p15 中，3.2.11 建渣须外运，外运、处置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相关费用综合考虑在投标总价中。 

问题：请明确场内是否存在建渣，若存在，请明确建渣工程量及处置方式。 

答：场内存在建渣，建渣工程量以实际发生量为准，处置方式投标人自行

考虑，费用详见本补充文件第一部分“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第一条中投标

报价说明。 

 

6、招标文件 P15 中 3.3.13 如因地下水污染原因无法移出污染名录需监测

两年，则监测期间监测相关工作均由中标人负责完成直至监测期满且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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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通过取得批复意见且移出污染名录，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问题：业主提供的修复技术方案中未提及地下水污染，请问本项目是否无

“因地下水污染原因无法移出污染名录需监测两年”要求？  

答：以招标文件及本补充文件为准，因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污染投标人需

进行处理，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 

 

7、招标文件 P7 中 3.4.3 装订要求：不分册装订。问题：（1）不分册装订

是否指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四部分装订成一册？（2）若

因以上四部分内容太多，是否可以按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

件分开装订，每一部分为一册？ 

答：（1）不分册装订是指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四部

分装订成一册。 

（2）若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四部分合在一起无法

装订成一册，投标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分上中下三册装订。 

 

8、请提供《拱北公交综合体（运河新城单元 C-U21/C2-01、C-R21-09 地

块）西区块【运河新城单元 GS1003-R21-06（拱康西区）】污染场地修复技术

方案》完整版、调查报告及风险评估报告、场地的工程地质情况和水文地质情

况以便于技术方案的编制。 

答：以招标文件及本补充文件为准。 

 

9、招标文件 P45页表 1主要项目报价表合计与 P46页表 2投标报价汇总表

中投标报价合计是否均与投标函中的总报价一致？ 

答：投标报价合计应与投标函中的总报价一致。 

 

10、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格式中未提供组织措施费报价表详细格式，请问组

织措施费是否不必再详细列项，在 P46 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直接填写金额即可？

若需要详细列项，请提供组织措施费报价表格式。 

答：本表无需填写，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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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招标文件 P54 页商务偏离表中写到“若投标人未提供或未填写本表，

均视作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若我方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是否可不填写此

表？若必须填写内容，请明确招标文件需要响应的条目。 

答：不填写此表视为完全响应。 

 

12、请明确热脱附及化学氧化修复后合格土壤是否可回填至原开挖场地？

原开挖场地是否需要回填至原标高？若需要回填至原标高，不足部分的土壤是

否需要中标单位外购清洁土？ 

问（1）热脱附及化学氧化修复后合格土壤是否可回填至原开挖场地？ 

答 1：投标人自行考虑。 

问（2）：原开挖场地是否需要回填至原标高？ 

答 2：需要回填至原标高。 

问（3）：若需要回填至原标高，不足部分的土壤是否需要中标单位外购清

洁土？ 

答 3：投标人自行考虑。 

 

13、请提供项目现场的临水、临电、燃气接驳点位、污水排放口位置。 

答：接驳点位、污水排放口位置投标人自行勘踏现场确认。 

 

14、招标文件第 13 页 3.1 投标文件组成 3.1.1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自信文件、技术文件。招标文件第 7 页 3.4.3 装订要求：

不分册装订。请问：投标文件页数较多，是否可以分册？ 

 答：若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四部分合在一起无法

装订成一册，投标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分上中下三册装订。 

 

15、副本可否为正本盖章签字后的复印件。 

答：可以。 

 

16、电子文件是否提交标书的 word 或 PDF 文本文件（无需签字盖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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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 

 

17、原件需不需要密封和标书一起提交。 

答：原件不需要密封。 

 

18、招标文件 P14“3.3.4 综合单价应包含完成该项内容所必须的人工、

材料、机械、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等费用”与招标文件 P48、P49 的“投

标报价明细表”中的“注：综合单价应包含完成该项内容所必须的人工、材料、

机械、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等费用。”不一致，请问“投标报价明细表”中

的综合单价是否含规费、税金？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19、招标文件 P45 提及的“主要项目报价表”中的“6 临建、临水、临电

等费用”在招标文件 P49 的“技术措施费报价表”没有该清单项，请问在“主

要项目报价表”中的该项如何填写？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20、招标文件所附的修复技术方案中热脱附采用的是异位间接热脱附，请

问本项目是否限定只能选用异位间接热脱附？ 

答：投标人自行考虑。 

 

21、根据招标文件所附的修复技术方案中技术路线图显示：化学氧化和热

脱附处理的污染土壤涉及土方外运，同时高浓度 PAHs 污染土壤技术路线文字描

述中也涉及土方外运，请问是否意味着业主有提供其他场地用做热脱附处理？

如果有，异地处理场地与本地块距离多少？ 

答：业主不提供场地。 

 

22、投标人资格条件中指出“项目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

专业）执业资格”，该项目涉及建安方向相关内容，且不仅仅只有市政公用专

业可以承揽环保工程，为了便于更多的投标人公平竞争，建议将建造师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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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更改为“项目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专业或建筑工程

专业或机电工程专业）执业资格”。 

答：“项目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专业）执业资格，项目负

责人不得有其他在建项目。［证明材料:建造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项目负责人无在建项目承诺（格

式详见附件）﹑本单位缴纳的开标当月或者上月社保部门出具的连续六个月的

社保证明］”更改为： 

“项目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执业

资格，项目负责人不得有其他在建项目。［证明材料:建造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加

盖公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项目负责人无在建

项目承诺（格式自拟）﹑本单位缴纳的开标当月或者上月社保部门出具的连续

六个月的社保证明］” 

 

23、投标人资格条件中指出“投标人须提供 1 家及以上，能在施工工期内

处置污染土壤总方量≥25000m³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单位的接收意见书或意向书”，

接受意见书是否有固定统一的模板要求? 

答：格式自拟。 

 

24、招标文件 P35 页，评审标准资信标关于注册资金的证明材料要求提供

“提供营业执照及实缴资金证明，否则不得分”，请问实缴证明提供审计报告

的财务附注说明（体现实缴资金）能否作为我司的视角资金证明？如不是请明

确实缴资金的证明资料。 

答：审计报告的财务附注说明（体现实缴资金）可以作为实缴资金证明。 

 

25、招标文件 P35 页，评审标准资信标企业类似业绩，要求提供竣工验收

资料（经专家评审的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网的污染地块移

除修复名录的截图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效果评估备案函或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因全国各个地方污染场地的修复验收标准不

一，请问是否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即可满足得分要求：①经专家评审的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网的污染地块移除修复名录的截图；②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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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管部门出具的效果评估备案函；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

材料；④业主单位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 

答：以招标文件要求为准。 

 

26、招文 P15 页 3.4 条投标文件分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

文件四部分。招文 P7 页 3.4.2U 盘内应包含商务报价部分、资信部分、技术部

分、资格后审部分等所有内容；请问投标文件组成部分的名称以那个为准？ 

答：以“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四项名称为准。招

文 P7 页 3.4.2 U 盘内应包含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部分

等所有内容。 

 

27、招文 P2 页项目负责人需提供本单位缴纳的开标当月或者上月社保部门

出具的连续六个月的社保证明；因每个省份社保开具时间节点不一，有些省份

只能开出缴纳当月上上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是否也可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答：以招标文件要求为准。 

 

28、招标文件第一章 招标公告 P1 页 5、招标范围及内容中包含“阻隔强

建设安装”中的“强”是否为错别字。此外，本项目属于修复（源处理）范畴，

不属于风险管控，请明确招标范围及内容中的“阻隔墙建设安装”和“风险管

控”具体是指什么？ 

答：（1）应为“阻隔墙建设安装”。（2）请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自行考虑。 

 

29、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P6 页 1.7.1 中要求不允许违法分包，是

否和本项目投标人委托第三方水泥窑协同处置单位冲突，请明确。 

答：不冲突。以招标文件为准。 

 

30、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P7 页 3.4.3 装订要求为不分册装订，请

明确投标文件中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是否每一部分均不

允许分册装订，是否有针对技术标文件的页数要求。 

答：若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四部分合在一起无法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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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成一册，投标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分上中下三册装订。 

 

31、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P7 页 3.4.3 装订要求为 A4 幅面，请明

确技术文件附图是否可以采用 A3图纸折叠成 A4幅面形式。 

答：可以。 

 

32、招标文件 P47 页 表 2-1 投标报价明细表中数量是否由投标人自行考

虑和填写？其中 1 挖一般土方（挖非污染土）数量仅考虑上层或夹层清洁土的

加和，不需在数量中增加放坡土方量，仅在综合单价中考虑即可？ 

答：本表无需填写，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人补充修改部分。 

 

33、招标文件 P47 页 表 2-1 投标报价明细表中回填方未明确回填土要求，

热脱附修复后土壤是否可以原地回填？ 

答：本表无需填写，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人补充修改部分。 

 

34、本项目投标人是否可以按照推荐技术路线进行技术标编制和商务报价，

后续项目实施结合项目进度和杭州周边水泥厂处置能力情况，针对有机复合污

染土壤 24572m3选择采用热脱附或者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进行处置。 

答：本项目投标人需按方案一（水泥窑+热脱附+化学氧化）进行技术标编

制和商务报价。 

 

35、请明确本项目红线范围内是否不存在地下水污染超标情况，无需修复

与管控？ 

答：以招标文件及本补充文件为准，因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污染投标人需

进行处理，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 

 

36、经投标人现场踏勘，西区块南侧目前仍停放有不少车辆，部分可能在

污染范围内，请明确何时能清理退场，以免影响项目工期。 

答：由投标人自行考虑，不存在影响项目工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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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第五章投标文件格式第二部分商务部分投标报价表 P45 页和 P46 页存

在两种形式的报价格式，是否均需填报？P45 页《主要项目报价表》合计是否

需与投标总报价相一致？如不一致《主要项目报价表》的单价与《投标报价明

细表》中的单价是否保持一致？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人补充修改部分。 

 

38、P45 页投标报价说明 2、结算工程量计算规则“若实际确认完成量不足

91779 立方米时，按中标投标综合单价据实收结算总价”中，综合单价是否指

《主要项目报价表》中的全费用单价。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39、P45 页投标报价说明 1 指出清单报价为固定包干单价，2 指出“若实际

确认完成量不足 91779 立方米时，按中标投标综合单价据实收结算总价；若实

际确认完成量超过 91779 立方米时，按 91779 立方米结算”。实际处置技术工

艺选择是否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较投标时处置技术工艺选择进行偏离？若可

偏离，结算价格是否需根据不同处置工艺调整结算价格？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40、招标文件中 p7 页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 3.4.2 条款投标文件份数及其

他要求条款中， U 盘内应包含商务报价部分、资信部分、技术部分、资格后审

部分等所有内容。在招标文件中 P13 页中 3.1.1 条款投标文件的组成显示投标

文件应包括（1）资格文件、（2）商务文件、（3）资信文件、（4）技术文件、

（5）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内容。另外在招标文件中 P15 中 3.4.1 条款投标

文件分资格文件、商务文件、资信文件、技术文件四部分。招标文件中存在

“技术文件（如 P40）”、“技术标（如 P37）”、“技术部分（P7）”等多种

表述，请问相应纸质文件或电子文件中是否均可表述/命名为“技术文件”？请

问：请明确投标文件组成的各部分的文件名称，以哪个为准？ 

问 1、招标文件中存在“技术文件（如 P40）”、“技术标（如 P37）”、

“技术部分（P7）”等多种表述，请问相应纸质文件或电子文件中是否均可表

述/命名为“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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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技术文件（如 P40）”、“技术标（如 P37）”、“技术部分

（P7）”等多种表述，相应纸质文件或电子文件中均可表述/命名为“技术文

件”。 

问 2：请明确投标文件组成的各部分的文件名称，以哪个为准？ 

答 2：参考本补充文件第二部分第 26 条回复。 

 

41、招标文件中 p7 页中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 3.4.3 条款装订要求不分册

装 订 。 

请问：不分册装订指的是商务、资信、技术、资格这几部分文件不再分册，还

是整份投标文件不分册？ 

答：参考本补充文件第二部分第 7 条回复。 

 

42、技术文件施工图纸是否可以 A3打印折叠为 A4幅面大小？ 

答：可以。 

 

43、招标文件 P17页所述电子光盘是否即招标文件 P7页所述 U盘？ 

答：是。 

 

44、投标文件份数为一正四副，问：副本是否可为正本签字盖章的复印件？ 

答：参考本补充文件第二部分第 15 条回复。 

 

45、招标文件中 p45 页 “主要项目报价表”中，单位和项目名称之间为空

列，是否可以删除？ 

答：可以。 

 

46、招标文件中 p2 页中“依法取得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近三年（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投标过程中无不良行为记录，无其它被限制投标的处罚）（提

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加盖公章））；”问：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是指哪些材料？

是否提供相应承诺即可？ 

答：提供承诺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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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根据技术方案简本 P19，高浓度 PAHs 污染土壤修复流程依次为开挖转

运、预处理、土方外运、热脱附处理等，若在地块内建设热脱附修复设备，在

土壤热脱附修复前将不涉及土方外运，且本地块周边没有获得环评批复的异位

污染土壤热脱附修复中心。是否允许施工单位在本地块内建设热脱附修复设备，

并可将流程优化为“开挖转运、预处理、热脱附处理等”？ 

答：请投标人自行考虑。 

 

48、根据技术方案简本 P19，低浓度 PAHs 污染土壤修复流程依次为开挖转

运、预处理、土方外运、化学氧化等。是否允许施工单位在本地块内开展原地

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施工，并可将流程优化为“开挖转运、预处理、化学氧化

等”？ 

答：请投标人自行考虑。 

 

49、本项目经热脱附和化学氧化修复达标的土壤，是否可以原场地内回填？ 

答：请投标人自行考虑。 

 

50、根据技术方案简本 P19，（9）基坑开挖完成后进行基坑验收，通过验

收的基坑可将清洁土回填、平整。请问：本项目是否需外购清洁土并将地块平

整至原标高？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第二部分第 12 条。 

 

51、招标文件 P45 要求废水处理达到一级排放标准，根据技术方案简本

P35，本项目施工废水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而市政纳管标准一般

执行三级标准。请问：本项目废水处理标准是否根据排放口管理部门的实际要

求执行？ 

答：须符合环保及城管等相关部门要求。 

 

52、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第 3.4.2(投标文件电子文件（word 或 pdf）

1 份（U 盘形式，U 盘内应包含商务报价部分、资信部分、技术部分、资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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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部分等所有内容）”。是否可为盖章后的 PDF 正本扫描件，各部分内容是否

需要拆分后放入 U盘或是直接一份 PDF文档？ 

答：都可以。 

 

53、第五章 投标文件格式，第三部分资信文件“三、本项目拟委任的项目

负责人资历表及四、拟派本项目人员名单”。问：（1）除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

人以外，拟派人员的数量及任职要求是否有条件设置，如有，请说明。（2）表

格后是否需要附人员证件资料，如不需，则是否只需提供表格名单；如需，请

说明需要附哪些资料？ 

答：未明确要求提供的，投标单位可自行考虑。 

 

54、第四章 评标办法及评价标准，4、初步评审中“（9)未提供授权代表

社保缴纳证明或授权代表社保缴纳单位与投标人名称不一致的”。招标文件其

他部分未明确授权人要求，此处提到授权人需要提供社保缴纳证明，如需提供，

那么请明确提供的社保缴纳证明时间范围？ 

答：授权代表社保证明出具时间为开标当月或者上月。 

 

55 、根据《招标文件》第 17 页，3.3.13“如因地下水污染原因无法移出

污染名录需监测两年… …” ，而根据招标范围及内容，本项目场地地下水健

康风险可接受，即不涉及地下水修复的内容，请问当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水有

污染时，如需治理，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和工期是否可以另行协商？ 

答：按招标文件执行。 

 

56、《招标文件》要求，本项目既涉及部分污染土壤的外运处置，又涉及

土石方回填，请问场内土石方回填是否要做到与清挖量平衡？除回填修复后合

格的土石方以外，是否仍需要施工单位外购清洁土回填？ 

答：参考本补充文件第二部分第 12 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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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根据《招标文件》，本项目地块内局部土壤需清挖至 7.5m，需要准备

深基坑施工专项方案，请提供前期水文地质资料，以便于编制科学合理的基坑

作业方案。 

答：投标人自行考虑。 

 

58 、根据《招标文件》第 102 页，修复地块现处于公交运营状态，需分

阶段分片区实施，为在技术标书中更好组织平面布置，安排施工顺序，编制施

工进度，请提供现在公交运营使用的区域范围，对修复工程的影响周期。 

答：投标人自行考虑。 

 

59、招标文件第二部分商务文件，表 1 报价说明中，清单单价报价为固定

包干单价，第六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合同形式为含税固定总价合同，报价以

哪种方式为准？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60、《土壤修复招标文件（定）》P13 页第 3.1.1 节中规定技术文件由

“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项目实施组织设计、技术偏离表、优惠条件及特殊承

诺等”，请问“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是否就是 P36 页技术标评分细则中的

“项目实施方案”？ 

答：以招标文件及本补充文件为准。 

 

61、《招标公告》中提到“异位化学氧化处理工程量约 15000m3”，而

《土壤修复招标文件（定）》附件《修复技术方案简本》中明确了异位化学氧

化工程量为 14812m3，请问以哪个数据为准？ 

答：投标人暂按 14812m3 进行商务报价及技术方案编制，最终以实际异位

化学氧化处理工程量为准。 

 

62、请提供风险评估报告、修复技术方案全本。 

答：以招标文件及本补充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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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修复技术方案（简本）第 34 页：“本项目污染土处理处置过程中，有

机复合污染土壤建议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 ，其余污染土壤根据市场情况，水泥

厂相对空闲可以接受并处置本项目单一 PAHs 污染土时，也采用水泥窑协同处

置”，如找到的水泥窑协同处置能力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处置污染土壤方量达到

7.8 万方以上，是否可以不应用异位热脱附技术，仅采用水泥窑+异位化学氧化

即可？ 

答：本项目投标人需按方案一（水泥窑+热脱附+化学氧化）执行。 

 

64、招标文件第 45 页-49 页，二、投标报价表，表 1 和表 2，提供了两种

报价模式和项目名称（列项），投标人是否可以调整项目名称中的分项内容，

或者两个报价模式任选其一？ 

答：详见本补充文件招标文件补充修改部分。 

 

65、招标文件第 36 页“企业类似业绩”要求提供“经专家评审的修复效果

评估报告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网的污染地块移除修复名录的截图或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出具的效果评估备案函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材

料”，因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内容较多，请问经专家评审的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可

否是提取封面盖章页 

答：按招标文件及本补充文件要求执行。 

 

66、招标文件第 42 页，三个表格按照投标文件组成来看，资格审查索引表

和符合性审查索引是否放入资格文件，详细评审索引是否放在资信文件，请明

确。 

答：资格审查索引表和符合性审查索引放入资格文件，详细评审索引分别

放在资信文件及技术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