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车租赁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一、项目招标概况 

1.招标人名称：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班车租赁服务项目 

3.项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 

4.项目资金来源：□政府，□国有，□私有，□外资，■企业自筹 

5.招标类型：□施工，□监理，□设计，□咨询服务，■其他（班车租赁） 

6.招标方式：内部公开招标 

7.资格审查方式: ■投标报名，□资格预审，■资格后审 

8.招标控制价（估价）：4,275,512.00 元,其中伙食费 104,880.00 元及过路

过桥费 247,172.00 元为不可竞争费。 

9.拟采用定标方法：合理低价 

10.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是，■否 

11.招标公告发布时间：2020年 06月 30 日 9:00时 

12.招标公告发布截止时间：2020年 07 月 9 日 17:00时 

13.招标公告发布方式和地址：本招标公告发布地址为集团公司官网（网址

为 http://www.sz-expressway.com）及深圳市属阳光采购服务平台（网址为

https://cgpt.sotcbb.com）。 

14.招标文件： 

（1）招标文件获取资格：投标人通过邮件报名并符合基本资格要求。 

（2）招标文件发布方式：招标人按照报名表载明的邮件地址向符合基本资

格要求的投标人发出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发布时间：2020年 06月 30 日 9：00至 2020年 07月 07日

17:00 

（4）招标文件发送（领取）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竹村机荷高速福

民收费站三楼领取或邮件推送。 

（5）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2020年 07月 09  日 

（6）招标文件答疑截止时间：2020年 07月 13 日 

http://www.sz-expressway.com/


15.招标内容和范围：（简要描述） 

甲方权属内的机荷东、机荷西、广深沿江（深圳段）、梅观、盐排、盐坝共

6条路段员工上下班汽车租赁服务等相关一切工作。（备注：详细内容见招标文

件，如有内容与招标文件相冲突，请以招标文件的内容为准。） 

二、投标人相关要求 

1.资质要求： 

1.1 具有合法有效的独立法人资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且具有汽

车租赁等相关经营范围。 

1.2 注册资本≥3000万； 

1.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1.4 2018 年度深圳市道路客运企业诚信评价结果 AAA 以上（以深圳政府在

线公布为准，网址为：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1434549.htm

l）； 

1.5 投标人拟投入车辆均为自有车辆； 

1.6 投标人拟投入车辆中纯电动车数量不得少于 50%，即不少于 7 辆（含 7

辆）； 

1.7 投标人拟投入车辆车龄不高于 5年或累计行驶里程不高于 10 万公里。 

2.项目经理要求：无。 

3.同类项目经验要求：无。 

4.其他要求： 

（1）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

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不

得同时投标，否则均按废标处理。 

（2）不存在与本招标人有尚未解决的法律纠纷。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凡参加投标的单位，都是递交报名情况登记表的单位。 

（5）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1434549.html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1434549.html


（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

标处理。 

5.投标报名： 

（1）投标报名开始时间：2020年 06月 30日 9:00时 

（2）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07月 07 日 17:00时 

（3）投标报名所需要提供文件：详见附件 

（4）投标报名文件提交方式：发送邮件（邮箱地址：69133642@ qq.com） 

6.投标文件： 

（1）投标文件递交开始时间：2020年 7月 14日 14:00时 

（2）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 7月 14 日 14:30时 

（3）投标文件提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要求 

（4）投标文件提交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竹村机荷高速福民收费

站会议室 

（5）投标文件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7.计划租赁日期：2020年 8月 1日至 2021年 7月 31日（第一期） 

本项目采用“招一管二”，合同 1 年 1 签，当合同执行期满 1 年后，如乙方

在合同执行期间未发生重大违约行为，同时经甲方综合考评合格后，在甲方同意

的前提下，履行相关手续，合同可自动延续 1年。 

备注： 

第一期：2020年 08月 1日—2021年 07 月 31日。 

第二期：2021年 08月 1日—2022年 07 月 31日。 

三、资格审查文件相关要求 

本次招标采用投标报名，资格后审方式，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四、招标人联系方式 

1.招标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竹村机荷高速福民收费站三楼 

3.联系人：王工 

4.联系方式：0755-28037120-5276 

 



 

附件： 

1.供应商报名情况登记表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投标承诺书 

  



附件 1                 供应商报名情况登记表 

项目名称：  

报名时间：  

供应商名称 

（全称） 
 

单位地址  

供应商 开户银

行及账号 
 

单位法人及 

身份证号 
法  人： 身份证号： 

报名人 

姓 名：              身份证号： 

电  话： 邮    箱： 

递交的资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鲜章） □有     □无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包含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有     □无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复印件加盖鲜章） □有     □无 

声明（手写）：以上递交资料真实有效，如与事实不符，我          （个人）                           

及                                          （公司                                                   

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 



附件 2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    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附件 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  系      (投标人名称)     的法定代

表人，现授权委托      (投标人名称)    的  (姓名)  为我公司签署 班车

租赁服务项目 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我承认委托人全权代表

我所签署的班车租赁服务项目投标文件的内容。 

委托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授权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若为法定代表人办理报名并签署投标文件的，不提供此文件。 

 
 

 

 

附件 4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背面）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 



 投标承诺书 

致招标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确保本项目招标投标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保证优质高效，我方将严格执

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并完全接受班车租赁服务项目的招标文件所有

内容，为此做出如下承诺：  

1、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理性报价，不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并愿以报价文

件中所列的投标总报价，按招标文件要求承包本项目。否则，我方愿意承担任何

风险。 

2、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投标须知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

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放

弃中标资格，给贵方造成的损失，我方予以赔偿。 

3、我方完全理解和接受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并承诺一旦我方的投标出现该条列

举的严重违规或涉嫌串通投标的情形而被贵方废标的，将自觉接受贵方暂停或者

取消今后我方参加贵方其他任何项目投标资格的处理。 

4、一旦我方中标，将保证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 7 日内，与贵方按招标文件、中

标通知书中的内容签订合同。否则，视为我方自愿放弃中标资格。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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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按规定完成班车租赁服务项目相关一切工作，质量达到合格标准的要求，质

量目标为 合格 。 

7、我方在本次投标中无弄虚作假行为，且未与其他投标人、招标人串通投标。

否则，将接受取消投标资格、取消中标资格、解除合同、记录不良行为红色警示，

涉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我方在本次投标中不会出现虚假恶意投诉或利用投诉进行不正当竞争，否则，

我方愿意被贵方列入招标投标投诉“黑名单”。 

8、如果违反本承诺书中任何条款，我方愿意接受： 

（1）视作我方单方面违约，并按照合同规定向贵方支付违约金或解除合同； 

（2）本项目招标人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 

（以上为正文） 



（本页为“投标承诺书”之签字页） 

投标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