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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伦会所健康中心土建改造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为3891791.13元，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施

工合同。该项目工程任务是对三层原网球场进行土建改造，包

括加固工程、加层改造工程、主体钢结构工程、墙体拆除工程，

门窗及幕墙工程、防水工程、楼梯工程。 

松岗塘下涌社区门球场、篮球场建设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为733000元，为宝安交易中心街道办小型工

程公开招标抽签中标。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松岗街道办事

处，主要是新建一个门球场及篮球场。

大瓦房科技有限公司北侧边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为1079917元，为宝安交易中心街道办小型

工程邀请招标抽签中标。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石岩街道办

事处，主要施工内容为支护桩和格构梁护坡。

石岩街道新时代工业区山体边坡应急抢险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约为16万元，为与公司合作老板协助中标。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主要施工内容为边坡削

坡及土方外运。

水田社区水田实验学校门口道路维修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约为18万元，为与公司合作老板协助中标。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主要施工内容是新建混

凝土路面约750平方。

深圳市滨河中学初中部校门改造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为381296.09元，为深圳市采

购中心抽签中标。该项目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建

设单位为深圳市滨河中学，主要施工内容为旧校

门拆除和新建校门。

工商银行大厦场地平整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为1454927.43元，为深圳市交

易中心信用商务法评标，专家票决定标。现处公

示期内，于2014年8月26日公示结束。工商银行

大厦场地平整工程主要承包内容为：土方开挖外

运、场地平整、排水沟、洗车槽及四周临时围挡

等。

 研祥科技装备业东南亚总部项目（一

期）土石方、基坑支护、桩基工程

    该项目位于广西省南宁市，广西一建为总包

单位，我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协同公司合作老

板经过合理报价中标。施工内容包括土石方开挖、

基坑支护及桩基础工程，造价约1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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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安田花园1-4号楼、幼

儿园基坑支护及桩基础工程

    该项目总包是吴川市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基坑支护及桩基础工程

部分属于我司分包施工范围。本工

程于2013年7月15日进场至今桩基础

已施工完毕，基坑支护已基本施工

完毕（只剩下ABCD段第二道腰梁以

下的喷射混凝土施工），现主要工

作为配合总包单位完成桩基础及基

坑支护的检测和验收工作以及剩余

的喷射混凝土工作。大概还需要一

个半月左右。

    此外，本工程基坑DE段高挡土

墙于8月13、14两天突然出现较大位

移，据第三方监测单位的数据得知

位移量达4cm之多，冠梁也向基坑内

产生了大约2cm的位移，针对这种情

况现已请设计院踏勘了现场情况，

正在等设计院出具加固方案。随后

项目部也已加强了巡视和自行监测，

这几天基本处于稳定状况，无异常

情况产生。

二、官湖社区统建楼项目

   该工程为总承包项目，共3栋楼。

1栋地下四层，地上16层；2栋地下

一层，地上17层；3栋三层。总造价

约9000万。截止目前已完成1栋负一

层墙柱、梁板钢筋模板安装，局部

因爆破及边坡支护影响B3-6/BE-G正

在进行土方开挖及边坡支护，因场

地材料加工需要，A7-8轴车道采用

预留钢筋待作业面出来后方进行施

工。2栋四层柱、五层梁板钢筋模板

安装进行中。3栋未开始施工。

    该项目从2012年12月动工至今，

因投资方内部股东存在纠纷，施工

合同补充协议未能签订，2013年整

年几乎停工，并于2013年11月份开

始复工，我司一边施工一边商谈签

订补充和同事宜，但至今还未签订

补充协议，工地从8月份又开始也处

于停工状态。现大鹏新区政府也介

入我司与甲方的补充协议谈判，待

补充协议签订后才能复工。

三、美伦会所改造工程

    美伦会所目前已投入使用并正

常营业，该项目工程任务是对三层

原网球场进行土建改造，包括加固

工程、加层改造工程、主体钢结构

工程、墙体拆除工程，门窗及幕墙

工程、防水工程、楼梯工程。 截止

目前施工进度情况：7月1日-7月5
日为施工前准备阶段，主要完成材

料、施工人员到场及现场围挡的防

护工作；7月5日今为全面铺开施工

阶段，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墙体

的拆除工程，屋面钢结构工程，屋

面模板安装工程。下一步准备进行

钢筋安装及混凝土施工，在完成屋

面混凝土工程后，1号消防楼梯的

施工将全面开展，并同时进行幕墙

工程，同时准备进行屋面防水工程

的施工任务。

四、伍兹公寓改造工程

      招商伍兹公寓目前已投入使用，

本次工作任务是对每栋顶层复工单

位进行土建改造。

       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包括

加固工程、加层改造工程、钢结构

工程、拆除工程等合同全部工作内

容，其中钢结构制作安装约172吨，

现浇混凝土220 m3,幕墙防护约

1940m2，混凝土结构及隔墙拆除

约46m2，新增砌体约387 m3，下

一步将展开竣工验收的准备工作。

对现场分析的结论：现场施工条件

差，材料运输受到制约，没有材料

堆放条件，采用微型货车及人力车倒

运，所有材料要经过两次垂直搬运才

能到达施工楼层，条形材料（钢筋、

钢管、方木、拆除的墙板等材料）运

输长度不能超过3m，有效电梯使用时

间受其它使用单制约，运输效率极低。 

五、武警医院基坑支护工程

    项目场地西南侧为人工切方形成

的边坡坡体，已进行支护治理；西北

侧为空地，其余各侧为小区居民楼。

基坑支护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桩锚

支护、坡率法土钉支护，基坑开挖面

积约为9312m2，周长约为479m。工程

造价采用总价包干，签约合同价为

1160万，不计税。

█ 本刊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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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城滨海花园项目

       项目总包单位为深圳市榕亨工程有

限公司，我司承接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位于本项目西北侧A#、B#塔楼区域，

共93根，包括2栋塔楼桩基。A#塔楼区

人工挖孔桩46根，桩长6~7.3m；B#塔

楼区人工挖孔桩47根，桩长6~8m。人

工挖孔桩施工质量控制较好，安全防

护到位，现场文明施工井然有序，人

员配备齐全，相关责任落实到位。

    截止目前挖孔桩已经开孔87根，

剩余6根未开孔。进度较计划滞后半个

月，预计挖孔桩在一个半月内完成浇

筑。因我司爆破分包单位管理不善，

导致工地爆破器材雷管丢失，引起市

公安局及相关管理单位高度关注，责

令停工。现已完成整改，相关事宜处

理完毕，8月19日炸药已正常供应，施

工正常进行。

七、工商银行大厦场地平整工程
       工商银行大厦场地平整工程主要承

包内容为：土方开挖外运、场地平整、

排水沟、洗车槽及四周临时围挡等。总

造价约140万。8月10日开工，现已出土

约4000方，占总工程量30%，但现在洗

车槽还未做好，甲方要求做好洗车槽后

方能出土。

八、三路桥维修加固工程

    该工程建设单位是深圳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宝安交通运输局。项目包括

桥南路桥和大宝路桥，位于宝安区。

施工内容主要是裂缝修补、粘贴

钢板及桥面铺装等，总造价约66

万。现项目已经完工，等建设单

位组织验收。

九、松岗塘下涌社区门球

场、篮球场建设工程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松

岗街道办事处，主要是新建一个

门球场及篮球场，造价约73万。

该项目于7月11日开工，目前已

基本完工，还剩篮球场水磨石面

层及围网，主要原因是经常下雨，

影响到施工进度，预计还需一星

期能完成。

十、大瓦房科技有限公司北

侧边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石

岩街道办事处，主要施工内容为

支护桩和格构梁护坡，造价约108

万。该项目于8月14日开工，目前

正在施工支护桩，完成支护桩工

程量约30%。

十一、石岩街道新时代工业区

山体边坡应急抢险工程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石岩

街道办，主要施工内容为边坡削坡

及土方外运，造价约16万，目前已

完工，等建设单位组织验收。

十二、水田社区水田实验学校

门口道路维修工程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宝安区石岩

街道办，主要施工内容是新建混凝

土路面约750平方，造价约18万元。

该项目已完工，等建设单位验收。

十三、深圳市滨河中学初中部

校门改造工程

    该项目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建

设单位为深圳市滨河中学，主要施

工内容为旧校门拆除和新建校门。

造价约38万。8月8日开工，现校门

结构主体已完成70%。装修还未施工。

十四、深圳市南澳洋畴湾花园

第9栋别墅改建工程

    该项目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南

澳街道，主要施工内容是别墅的改

建及加建，造价约400万。该项目于

2013年5月份开工，现在地下室地板

已经施工完毕，由于甲方及外部种

种原因，项目做做停停，现处于停

工状态。

十五、招商广场改造工程

    该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蛇口

港附近，主要施工内容是主体加层

改造工程，共加建三层，为钢结构

主体，造价约860万。该项目于7月

份开工，目前施工正常，主体已施

工至二层，完成还需2个月左右。

十六、地铁7号线7305标华

新站至黄木岗站区间硬岩处

理工程
    该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主

要施工内容为，竖井、横通道及部

分主隧道的工程，采用矿山法施工，

造价约743万。该项目于4月份开工，

由于地质、设计及地段因素，施工

进展缓慢，竖井及横通道已施工完

毕，现正施工主隧道右线，已挖10

多米。

 十七、研祥科技装备业东南

亚总部项目（一期）土石方、

基坑支护、桩基工程

    该项目位于广西省南宁市，施

工内容包括土石方开挖、基坑支护

及桩基础工程，造价约1300万，该

项目于5月份开工，现在土方开挖

外运4万多方，支护为放坡喷锚支

护，现已完成支护总工程量的三分

之一。



深圳评标及定标方法

前言：我们公司目前的经营模式，决定了经营部是公司的核心部门。资信标、

商务标、技术标都是我们经营部拿出来的工作成果，直接影响到投标工作的

成败。经营部的工作相对于施工现场来说枯燥了一点，需要细心、耐心的对

待。这也是我经常和部门同事强调的。业务精通是一方面，工作态度也非常

重要。

█ 黄朝旭

       商务标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自

动评审：针对建设工程项目评标中

商务标主要由数字构成的特点，在

制订数据交换规范后，形成统一格

式的清单，便于计算机分类、计算、

统计和分析，由计算机作出定量或

定性结论。具体做法是，分析和计

算商务标总价、所有清单子项及其

构成报价，计算各标书总报价以及

所有清单子项及其构成报价与相应

基准值的偏差，再将偏差折算成评

标价或分值，最后通过对评标价或

分值进行排序，直接确定商务标评

审结果，从而实现评审结果的科学

性、合理性、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定性评审中，计算机系统通过对清

单报价数据一致性检查、不平衡报

价分析、雷同性分析等清标措施，

发现异常投标报价，为专家提供了

一个标书文件浏览、横向比较的平

台，辅助专家完成评审。商务标评

审适用于信用商务评审法、综合评

估法、定性评审法等多种评标方法。

技术标辅助评审：针对技术标涉及

的专业技术可变因素较多，属于文

字性内容，许多指标无法由计算机

处理的特点，计算机评标系统为专

家提供了一个标书文件浏览、横向比

较的平台，并提供一个满足招标文件

要求的技术标评审项目的打分系统，

辅助专家完成评审，自动汇总专家评

审结果。适用于综合评估法、定性评

审法等。

1.信用商务评审法(抽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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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性评审法 （中标价以该中标
候选人的投标报价为准）

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

中的评审内容和评审指引，对各投

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定性评审，对

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合格投标文件提

出评审意见，并由招标人组

建的定标委员会参考评标委员会

的评审意见，在所有合格投标人

中，通过定标程序确定一名中标

候选人。

3.综合评估法

       评标委员会首先对通过初

步评审的各投标人的技术标进

行详细评审.在完成技术标评审

后，由计算机评标系统对初步

评审合格的各投标人商务标进

行详细评审并打分,最后，评标

委员会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评审

总得分：

XASAJAN  321

N—评审总得分（得分取

值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J—技术标评审得分（得

分取值保留到小数点后位）；

S—商务标评审得分（得

分取值保留到小数点后位）；

当抽签号码出现重号且影响中标候

选人时，此类重号者应当重新抽签。

抽签顺序：按截标时间先后排序。

中标价以该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报价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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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信誉标评审得分（得分取值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 
A1—技术标评审得分权重，按    %计；

A2—商务标评审得分权重，按    %计；

A3—信誉标评审得分权重，按    %计；

[A1+A2+A3=1，A2≥50%, A3=5%]

4.低价法

       经过资格预审后,评标时评委已

无需对各投标人的技术、管理能力、

财务实力、施工业绩和履约信誉再

做重复评审打分了，投标报价就是

定标的唯一依据。

5.抽签法

       投标人编制资信标书通过资格审

查后参加抽签，抽签原则：

      当抽签号码出现重号且影响中标候

选人时，此类重号者应当重新抽

签。

抽签顺序：按截标时间先后排序。
商
务
标
调
价
注
意
事
项

    在招投标工作的实践中，有的投标单位战果累

累，屡试不爽；有的却屡战屡败，却不知其中缘由，

导致这种现象发生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投标人在

细节处理上的失当。 细节决定成败，只有注意投

标文件的要求，认真对待投标的每一个细节，才能

有效提高中标率 。 

商务标调价注意事项：
1. 总包服务费

甲供材料总包服务费有在调价时应予以调整；其范

围按照招标文件中有关条款进行调价，但甲供材单

价不得变动。

2. 单价合价判断

采用判断公式“IF(O1<>"",IF(AND(O1>N1,O1<M1),"
合格","0"),"")”进行判断，避免单价合价超出规定范

围而废标。

3. 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得调整，当数值跟标底相同时可

锁定，由于在套价时有些消耗量与标底存在误差导

致安全文明施工费跟标底不同，可直接修改。

4. 清单单价偏差

在同一QDY中定额子目相同、单价也一致时可复制，但清单单价有时会

相差几分钱，这时需要删除其中一条子目，再自行输入此定额，此方法

可消除这种误差。

5. 独立费

有些项目没有定额，或标底中给定定额为独立费，其单价有时不包含管

理费与利润，新增人材机时如出现几分钱的差距，此时可新增“其他材料

费、其他机械费”
6. 标底中措施项目费（包括不可竞争费用）、其他项目清单、建设工程

其他费、工器具购置费在调价前应把标底中的数据复制到判断表格中，

然后进行判断后调价，以减少因为看错小数点或写错数字导致调价范围

发生错误以至于调价不在范围内而废标。

7. 在标书上传前一定要再次进入网站看是否有补遗，主要为截标时间，

标底是否更新，公示价是否有变动。避免因惯性思维而导致废标。

文
﹨
徐
小
英



█ 李振宇

曾经我们很不同。

不同的籍贯、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

我们原本素昧平生，毫无交集，

在各自的命运里漂流。

缘分始于一个同样的选择：岭南天

地。

于是，我们成了被命运聚拢的一群

不同的追求，一样的愿景;
不同的梦想，共同的发展。

曾经我们很不同。

因为有了岭南天地，才有了你我彼

此的相遇。

因为有了岭南天地，才有了我们共

同的轨迹。

感谢人生，让我们真实的相遇，共

同的发展。

感谢你们，出现在岭南天地的队伍

里，挥洒才华。

如今我们依然很不同。

却有汇聚的心之海洋，偶尔波澜，

偶尔汹涌。

也许这会是我们一生最美丽的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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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开工时间 工作进度

良安田花园1-4号楼、幼儿
园基坑支护及桩基础工程

 2000万 2013.7.15
桩基础已施工完毕，基坑
支护已基本施工完毕

官湖社区统建楼项目 9000万 2012.12.20  

美伦会所改造工程  396万 2014.7.1
完成墙体的拆除工程，屋
面钢结构工程，屋面模板
安装工程

伍兹公寓改造工程  660万  2014.4.24
加固工程、加层改造工程、
钢结构工程、拆除工程等
合同全部工作内容

武警医院基坑支护工程 1160万  

前城滨海花园项目   2014.7.10 挖孔桩已经开孔87根

工商银行大厦场地平整工
程

140万  2014.8 已出土约4000方

三路桥维修加固工程 66万  2014.6 已完工，等待验收

松岗塘下涌社区门球场、
篮球场建设工程

73万  基本完工

大瓦房科技有限公司北侧
边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108万 2014.8.14 完成支护桩工程量约30%。 

石岩街道新时代工业区山
体边坡应急抢险工程

16万  已完工，待验收

水田社区水田实验学校门
口道路维修工程

18万  已完工，待验收

深圳市滨河中学初中部校
门改造工程

38万 2014.8.8 结构主体已完成70%

深圳市南澳洋畴湾花园第 400万 2013.5 下室地板已经施工完毕

招商广场改造工程 860万 2014.7.13 主体已施工至二层

地铁 743万 2014.4 竖井及横通道已施工完毕

研祥科技装备业东南亚总
部项目（一期）土石方、
基坑支护、桩基工程 

1300万 2014.5
已完成支护总工程量的三
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