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马凤祥沟村安全饮水项目计划施工说明

张家口市崇礼区红旗营乡

马凤祥沟自然村包括主村和副村，因每年冬季部分自来水管道受冻，致使部分村民冬季饮水困难。根据每年受
冻后来年恢复用水情况，拟对部分支管道重新挖槽安装 De25PEX 管道。因部分管道位于村民院外可使用 0.6 立方小
型挖掘机开挖施工，而在村民院内的管道只能人工进行挖槽作业，部分经过院墙需人工平挖掏洞通过管道，破坏村

工程类项目采购询价文件

民院内院面需重新恢复。主副村拟施工如下，小型挖掘机挖槽四类土平均挖宽 1 米，挖深 2.5 米；人工挖槽四类土
平均挖宽 1 米，挖深 2.5 米。
一、主村
1、宋长富至贾成武段共计 61 米：其中小型挖掘机挖槽长 50 米；人工挖槽长 11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2
处；安装 De25PEX 管 61 米，安装管道后全部夯填。需破贾万武家砼院面长 3 米，宽 1 米，厚 0.1 米，安装好后需重
新恢复 C25 砼院面。
2、刘成斌到赵启段共计 78 米：其中小型挖掘机挖槽长 50 米；人工挖槽长 28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4 处；
安装 De25PEX 管 78 米，安装管道后全部夯填。需拆除小红砖平铺院面长 6 米，宽 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原机砖平铺
院面。
3、从大队院到宋殿亮段共计 52 米：其中小型挖掘机挖槽长 16 米；人工挖槽长 36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2 处；安装 De25PEX 管 52 米，安装管道后全部夯填。需破村砼主路长 13 米，宽 1 米，厚 0.15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
恢复 C25 砼院面。
4、丁林到武贵段共计 9 米：人工挖槽长 9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2 处；安装 De25PEX 管 9 米，安装管道后
全部夯填。需拆除小红砖平铺院面长 7 米，宽 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原机砖平铺院面。
5、主管道到刘明段共计 40 米：人工挖槽长 40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1 处；安装 De25PEX 管 40 米，安装
管道后全部夯填。需拆除小红砖平铺院面长 14 米，宽 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原机砖平铺院面。
二、副村
1、陈启到张红段共计 32 米：人工挖槽长 32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1 处；安装 De25PEX 管 32 米，安装管
道后全部夯填。需破砼院面长 6 米，宽 1 米，厚 0.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恢复 C25 砼院面。需拆除小红砖平铺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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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8 米，宽 0.72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原机砖平铺院面。
2、陈启到陆广元段共计 32 米：人工挖槽长 32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2 处；安装 De25PEX 管 32 米，安装
管道后全部夯填。需破砼院面长 32 米，宽 1 米，厚 0.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恢复 C25 砼院面。
3、从主管道到刘继亮家共计 75 米：其中小型挖掘机挖长 50 米；人工挖长 25 米；需人工在槽底挖洞过墙 3 米
长；安装 De25PEX 管 75 米，安装管道后全部夯填。需破砼院面长 10 米，宽 1 米，厚 0.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恢复
C25 砼院面。需拆除小红砖平铺院面长 4 米，宽 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原机砖平铺院面。
4、从主管道到陈亮家共计 47 米：其中小型挖掘机挖槽长 37 米；人工挖槽长 10 米；安装 De25PEX 管 47 米，安
装管道后全部夯填。需破砼院面长 3 米，宽 1 米，厚 0.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恢复 C25 砼院面。需拆除小红砖平铺
院面长 5 米，宽 1 米，安装好后需重新原机砖平铺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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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截止时间：2019 年 07 月 25 日上午 09:30

附件 1.

询价书
报价书

按照相关财经纪律要求，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本工程项目将通过询价方式
实施采购，兹邀请贵公司参与报价。
一、工程概况

红旗营乡马凤祥沟村安全饮水项目

工程名称

工程名称：红旗营乡马凤祥沟村安全饮水项目
工程地点：红旗营乡马凤祥沟村
对部分支管道重新挖槽安装 De25PEX 管道。因部分管道位

工程内容和要求：见附件 2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含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等）

于村民院外可使用 0.6 立方小型挖掘机开挖施工，而在村民院

二、询价说明

内的管道只能人工进行挖槽作业，部分经过院墙需人工平挖掏

1、供应商资格：本次应询报价的供应商（以下简称为报价人）必须是具有合法经
营手续，具有良好履约和服务能力，并在历次政府采购活动中有良好的信誉。

洞通过管道，破坏村民院内院面需重新恢复。详细内容按照马

工程内容

凤祥沟村安全饮水项目计划施工说明要求施工。

报价金额

大写：人民币

2、商品质量要求：报价人必须保证所报价的商品符合相关质量要求，否则将取消
其采购供应商资格。
3、报价要求：报价人必须在报价截止时间之前以书面形式按照询价书中商品的要
求向红旗营乡人民政府报价，且为一次性报价。报价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30，逾期概不受理。
4、报价书的有效期：各报价人本次报价承诺有效期不少于 30 天，有效期少于 30
天的应询报价将被拒绝。
5、报价书填写要求：报价人应认真填写报价书，要求字迹清晰、工整，并恰当地
加盖公章和签名，否则视为作废。
6、评标：红旗营乡人民政府将通过党政联席会对各报价人的报价进行评估，以最
低报价确定成交供应商。
三、联系方式

（元）

小写：¥

报价公司签 公司名称（盖章）
：
字并盖章

采购人：张家口市崇礼区红旗营乡人民政府

负责人签字：

联系人：董珺
电话：0313-4085157

联系方式

传真：0313-4722000
邮编：076366
联系地址：张家口市崇礼区红旗营乡西红旗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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