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文件

国机采字 E⒛15)8号

关于⒛Is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
工程项目政府集中采购有关事宜的通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办公厅 (财务司、规划司、服务局 )∶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 2015-⒛ 1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国办发 E2014〕 53号 )、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 (财政部 74号令 )要

求及有关文件规定,为进一步做好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

项目政府集中采购 (以 下简称限额工程采购 )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 适用范围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其在京所属各级行政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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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各单位 )使用财政性资金,投资预算 (以 下简称

预算 )在 ⒛0(不含 )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

预算在 60(不含 )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各单位既可自行

采购,也可从入围施工企业名录中选取成交供应商;预算在

GO(含 )△⒛ (不含 )万元之间的工程项目各单位在入围施

工企业名录中通过竞争性方式选取 1家成交供应商;预算在

1⒛ (含 )乇OO(不含 )万元之间的工程项目按照 《政府采购

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要求,委托国采中心通过竞争性

谈判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预算在⒛0(含 )万元以上的目录

内工程项目,应委托国采中心组织招标。达到公开招标数额

的目录外工程项目,也可以委托国采中心实施。

二、具体内容

(一 )执行期限

本期限额工程采购服务执行期限为:⒛ 15年 4月 27日

-⒛ 16年 4月 26日 。有效期内各单位与入围施工企业签订的

工程施工合同,至 ⒛16年 茌月 26日 仍未执行完毕的,在该

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继续有效。

(二 )工程专业包

本期限额工程采购共设 11包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弱电工程 (含建筑智能化工程、电子工

程和安防工程 )、 消防设施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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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供电工程、建筑防水工程、

节能工程、文物古建王程。其余专业的工程项目应参照本通

知规定通过国采中心办理。

(三 )入围施工企业

本次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入

围施工企业 (以下简称入围企业,附件 1),在执行期间,将

按照 《⒛15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入围施工企业

采购项目服务合同》(附件 2)及有关规定为各单位提供工程

施工服务。

(四 )入围优惠率

入围企业均已承诺给予投资预算在 120(不含 )万元以下

项目不小于 sO/o的 优惠率,各单位与入围企业应按照不低于该

优惠率的标准签订具体项目施工合同。其中,优惠率是指入

围企业在各单位结算审计确定的结算价基础上承诺的优惠比

例。

(五 )入围企业库

入围企业名单、联系方式、主项及增项资质、优惠率、

各选项目经理 (或项目负责人 )及技术负责人情况等信息均

公布在中央政府采购网 (http∶ //-。 zycg。 gov。 cn)限额工

程采购专栏中。有关信息发生变更,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3-



三、采购程序

(一 )60(不含 )万元以下工程项目

对于 6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既可以自行采购 ,

也可通过竞争性方式,在入围的施工企业当中直接选取 1家

成交。具体遵从以下流程 :

1、 采购单位成立采购小组,明确采购需求。通过竞争性

方式在施工入围企业的相应专业包中选定拟成交供应商:

2、 凭单位账号登陆
“
中央政府采购网

”,在线填写 《中

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登记表》(以 下简称 《登记

表》,附件 3)及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各案表》

(以下简称 《各案表》,附件 4)。

3、 待国采中心对项目各案信
`憝 审核通过后,采购单位即

可以与选定供应商签订成交合同。

4、 采购单位登陆
“
中央政府采购网

”
可下载并打印带有

“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底纹的 《各案表》作为政府

集中采购凭证。

(二 )60(含 )△⒛ (不含 )万元工程项目

对于 60-1⒛ 万元的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人须从限额工

程采购入围施工企业中选择供应商,通过竞争性方式最终确

定成交供应商。具体项目须遵从以下流程 :

1、 采购单位成立采购小组,明确采购需求。从限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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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施工入围企业的相应专业包中选定不少于 2家拟邀请供

应商。

2、 采购小组凭单位账号登陆
“
中央政府采购网

”,在线

填写 《登记表》。同时系统随机抽取相应专业包中 1家入围供

应商与采购小组选定的拟邀请供应商共同成为该项目的邀请

供应商。

3、 采购小组通过竞争性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成交供

应商应当按照质量和服务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且报价

最低的原则确定。

4、 采购小组凭单位账号登陆
“
中央政府采购网

”,在线

填写项目各案信
`急
,待国采中心审核通过后,采购单位即可

以与选定供应商签订成交合同。

5、 采购单位登陆
“
中央政府采购网

”
可下载并打印带有

“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底纹的 《各案表》作为政府

集中采购凭证。

(三 )120(含 )刁OO(不含 )万元工程项目

对于 12卜⒛0万元的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人须按照《政

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要求,委托国采中心采用

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实施采购。具体项目须遵从以下流程 :

1、 采购单位成立采购小组,明确采购需求。

2、 采购单位从
“
中央政府采购网∵下载 《中央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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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委托书 (工程类 ,,9(附件 5),填写后随同

项目立项文件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 )、 采购单位给经办人的

授权委托书送至国采中心。

3、 国采中心接受项目委托,从财政部的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库当中抽取相关专业的专家,与采购人代表共同组成谈判

小组。其中专家人数不低于谈判小组总人数的 2/3。

4、 由谈判小组依照相关规定和项目具体情况编写项目竞

争性谈判文件,确定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名单。供应商总家数

不得少于 3家。

5、 向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发放谈判文件。供应商须根据谈

判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性文件,并在截止时间前将相应文件

密封送达指定地点。

6、 谈判小组依照谈判文件开展评审活动并起草评审情况

的记录和说明文件。谈判小组应根据符合采购需求,报价最

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7、 国采中心收取项目有关材料各案后发布成交公告,并

向采购单位和成交供应商出具 《成交通知书》作为政府集中

采购凭证。

四、入围管理

限额工程采购执行期间,国采中心将按照 《中央国家机

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实施细则》(附件 8)的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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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工程项目和入围施工企业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切实加强

对重点环节的监控,适当指导各单位项目组织工作。

各单位可根据有关规定监督入围施工企业履约,若入围

企业存在违反规定行为,可填写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

项目采购投诉表》 (附件 9)。 国采中心将进行认真核查,并

按照规定处理。项目完成后,各单位应于网上提交《评价表》,

对企业施工情况做出评价。

各单位应本着集中原则,对于一项资质能够满足的同类

型工程,应尽量合并为一个项目,不得将项目化整为零或以

其他方式规避招标。同时,应保护施工企业合法权益,不得

无故拖欠工程款,不得向施工企业提出超出合同约定的其它

不合理要求。因付款问题引起的法律责任,由违规单位自负。

五、其他事项

(一 )企业邀请

1、 对于采购预算在 120万元以下的项目,包含在十一个

专业工程内的,应从对应专业包选取入围企业,若对应专业

包中企业均无法满足项目要求,可报请国采中心另行执行。

2、 为切实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鼓励各单位更多选择

二、三级等相对低级别资质企业,不 以资质等级排斥中小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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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单位要尽量避免短时间内重复使用相同或固定的施

工企业,避免施工企业一段时间内集中承接项目过多而出现

转包、分包和管理不善等问题。国采中心会在项目确定成交

人后对项目负责人 (项 目经理 )进行锁定。

(二 )办理施工许可证

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项目,采购人应提前向国采中心

申明,并持加盖本单位、施工企业和国采中心公章的项目立

项文件、 《各案表》及施工合同,到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管理办公室办理合同各案手续后,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许

可证。

(三 )竣工验收及结算

1、 竣工验收

项目实施结束后,施工企业应向国采中心提交 《中央国

家机关限额内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单》 (附件 6)和 《中央国家

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施工企业评价表》(附件 7)作为项目完

工凭证。国采中心审核确认后,将对该项目的项目经理进行

解锁。

2、 结算及报销

各单位应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向施工企业支付款项 ,

并在报销时将施工企业开具的发票和 《各案表》一同作为政

府采购凭证入档。如未附 《各案表》,财务部门原则上不得

-8-



予以报销。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限额内采购工

作,及时将本通知转发到所属各级单位,并对所属单位的相

关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

议,请 向国采中心采购三处反映。联系人:杜雨龙(张建平、

李淼,联系电话:55602387、 83086068、 55602389,传真 :

83084769。

附件 :

1、 ⒛15年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入围施工企业名

录

2、 ⒛15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入围施工企业

采购项目服务合同 (略 )

3、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登记表

4、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各案表

5、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委托书 (工程类 )

6、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单

7、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施工企业评价表

8、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实施细则

(略 )

9、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投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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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附 件 可 在

(http∶ //www。 zycg。 gov。 cn)

下载占)

“
中 央 政 府 采 购 网

工程定点采购专栏
”

中查阅、

Ⅱ
吼 年 4月 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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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年中央国家机关

限额内工程项目人围施工企业名录

第一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 (37家 )

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

北辰正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杉浩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首邑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住
`总
第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

华北铁建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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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乡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天宏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宣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地长泰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中煤正辰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中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双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丰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保信建设总公司

二级 (9家 )

北京京铁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林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兴铁建筑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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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基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康欣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电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恺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三级 (2家 )

北京弘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筑福国际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包建筑装铈装修工程

一级 (锶 家 )

北京春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住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开元 (北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乾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方诚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湛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雅林士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丰环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华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智达世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



深圳市特艺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白云建筑装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广佳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菲尼有限公司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宏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景恒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筑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爱地鑫装饰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第三装修有限公司

中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力天大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德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鼎越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洲际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龙头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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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群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中外建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集信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恒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富美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北京天文弘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二级 (%家 )

北京圣点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惠佳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坛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同舟嘉艺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海海直工程建设局

北京旭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丽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经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同济同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视天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金华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华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天禺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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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正邦兴业建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杰威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京桥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煤建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江南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新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万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同奥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技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筑基兴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美兴达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包弱电工程 (含建筑智能化工程、电子工程和安防工程 )

一级 (17家 )

北京天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科计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信达泰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长信泰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中网国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伟通讯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恒华机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鸿天伟业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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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冠林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华宇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通建泰利特智能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长城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软件有限公司

盛云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10家 )

北京世纪实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明星信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埠特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建京海计算机工程公司

北京天海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天盾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亚洲卫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景恒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汉唐中土建筑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 (4家 )

北京创业之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通 (北京 )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诚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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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乃 家 )

北京中联正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迅达成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澳际智能消防安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京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精诚安保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亚太安设各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安时代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中圆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阜达宏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盛达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海龙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山消防保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巨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消伟业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安特灵消防设各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科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昕亿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华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科安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消长城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博亚德消防安全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沃得沃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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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尔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华胜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友安盛防火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 (3家 )

北京共济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龙辰泉消防设各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第五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一级 (5家 )

北京华清荣益地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奥信建筑工程设各安装公司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中盈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设各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级 (2家 )

北京君腾达制冷技术有限公司

泰山集团泰安泰山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三级 (3家 )

北京建业创源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太阳雪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信成筑业人防工程防护设各有限公司

第六包市政公用工程

一级 (11家 )

北京市中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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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政平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常青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隆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襄阳市市政工程
`总
公司

北京市市政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中壤建设有限公司

二级 (1家 )

北京红河伟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第七包城市园林绿化工程

一级 (15家 )

北京天房绿茵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乾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格润雅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花木公司

北京金匠人景观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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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尧塘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润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绿洲锦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二级 (9家 )

北京大业园林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富美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宏坤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雪雨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林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丁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森源达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北京汉唐中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北京洪志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 (2家 )

北京青曲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新景象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第八包供电工程

三级 (6家 )

北京中联创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亮点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供宏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海诚瑞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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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北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鸿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第九包建筑防水工程

二级 (14家 )

北京跨世纪洪雨防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盾时代建筑防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禹都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宏兴东升防水施工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城交大建筑材料公司

北京市安达亿防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盛世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天盛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瑞斯防水施工中心

北京中大华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新世纪京喜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市宇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诚邦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三级 (1家 )

盛世安泰建筑工程 (北京)有限公司

第十包节能工程

(9家 )

北京中竞同创能源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节能唯绿 (北京)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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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紫光博瑞制冷空调设各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竹邦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嘉能源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博锐尚格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微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第十一包文物古建工程

一级 (2家 )

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

三级 (1家 )

北京五瑞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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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登记表

采购单位
(盖章 )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上级主管单位

纪检检查联系电话 纪检监察联系人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规模 结构形式

层高 层数

檐高 层数 地上: 地下:

工程类别 批复概算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来源 资金来源

工程主要内容

采购小组成员姓名

拟选投标人数量
是否由专家

评标

专家人

数

拟选定投标人

附件
(立项批复

扫描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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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目采购备案表

建设单位名称 上级主管部门

行业系统 与顶级单位关系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项目来源 资金来源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批复概算总额 其中自筹

合同金额 (万元 ) 综合优惠率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工程类别 评审专家名单

中标供应商名称 中标供应商资质

中标供应商联系人
中标供应商联系

电话

项 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

附件
(施工合同电子

文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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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委托书

《工程类 )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

一、我单位今委托你中心办理以下工程项目的采购 (招标 )事宜,工程项 目概况如下 :

二、我单位承诺 :

1、 同意将本表申报的项目委托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简称采购中心)组织实施 ;

2、 负责落实项目所需资金,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

3、 本委托一经发出无特殊原因不可撤销或单方变更,我单位接受采购中心的采购 (招标 )

结果并按照采购结果和有关法律规定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 (中标)合同 ;

4、 我单位负责按合同和有关规定完成结算工作,全面履行合同;

5、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

6、 若我单位或上级各部门与采购中心签订有政府采购委托协议,本委托书应构成其组成部分。

采购单位 (招标人) (章 ):               负责人签字 :

年  月  日

工程项目

概   况

采  购
(招标)人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工程名称 建设规模

建设地址 结构形式

层  数
地 上 檐  高 米

地 下 跨 (高 )度 米

工程项目的补充描述

投资立项文号
投资总额

及 来 源

规划许可证文号 设计完成情况

采购 (招标 ) 范 围

采购 (招标 ) 类别 □施工 □监理 □设计

采购 (招标 )

完 成 时间

经 办 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手  机

纪检监察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注:采购 (招标)单位应向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立项

批准文件、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申请表,才能进入采购 (招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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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单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层数/建筑

面积
/

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 开工日期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竣工日期

序号 项 目
验 收 记 录

(施工单位填写 )

验 收 结 论
(监理或建设单位填写 )

l 分部工程
共 分部,经查 分部 ,

符合标准及设计要求 分部。

2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 共 项,经审查符合要求 项 。

3
分部工程有关安
全和功能检测资料

共核查 项,符合要求 项。

4
主要功能和安全

项目抽查
共抽查 项,符合要求 项,

其中经处理后符合要求 项。

5 观感质量验收
共牡查 项,符合要求 项,

不符合要求 项。

6
综合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填写 )

参

加

验

收

单

位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公章 )

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年 月

(公章 )

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日

(公章 )

单位负责人:

年

(公章

总监理
工程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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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中央国家机关限额内工程项 目施工企业评价表

工程名称:

采购单位: (盖章 )

施工单位 :

评价项目 优 良 中 差

控制工程质量的检测与保证措施

施工进度计划及保证措施

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经理到位情况

项目经理业务水平

技术负责人到位情况

技术负责人业务水平

现场机构人员配套情况

廉政及反商业贿赂方面情况

与采购单位、设计、监理等配合情况

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
人 )姓名

是□ 否□ 各选库中的人员

技术负责人姓名 是□ 否□ 各选库中的人员

对施工单位服务的
`总
体评价:   □ 优  口良  口中  □差

采购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盖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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