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注：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1 项的要求在“投标人基本情况表”后附

相关证明材料。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 务 要 求

1、2019 年净资产不少于 1 亿元。

2、2019 年资产负债率若超过 75%的，需提供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的针对本标段的

不少于最高限价 10%的银行信贷证明）；且时限应满足整个施工期需要。

3、财务状况良好，最近连续三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均为正值。

注：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2 项的要求在“财务状况表”后附相关证

明材料。



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类别 业绩要求

房建工程施

工

近 5 年内（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一日回溯 5年），至少完成过 1

项类似规模的新建房建工程施工总承包业绩：（1）、在 1 个合同中交（竣）

工过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9000 平方米且单体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

房屋建筑工程项目。

注：1.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3 项的

要求在“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

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

继承性。



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 誉 要 求

投标人不得存在投标人须知 1.4.3 款和 1.4.4 款的情形且不得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被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最近第一年度评为 D 级、连续最近两年评为 C 级信用等级。

注：

1.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 4 和“投标人须知”正文第 1.4.4 项

规定，逐条说明其信誉情况。

2.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4 项的要求在“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

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1）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或中级及以上技术职

称）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建

筑工程相关专业职称包括：

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

等专业（本招标文件中所列

“建筑工程相关专业”均作

本条所释）。 ]或结构专业

[ 结构专业包括：土木工程、

工民建、结构、建筑施工、

建筑工程等专业（本招标文

件中所列“结构专业”均作

本条所释）。]；

（2）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

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注

册单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

一致；

（3）具有省级及以上住房

与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

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

（4）近 5 年内（递交投标

文件截止之日前一日回溯 5

年）在 1 个合同中曾担任过

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9000 平

方米且单体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

工程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

经理或项目总工职务；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其

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

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

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中标

人拟任的项目经理和项目

总工在其他项目上任职的，

在招标人对其发出中标通

知书后，应在 15 干工作日

内撤离该项目，否则招标人

可取消其中标资格。] 。1

1中标人拟任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在其他项目上任职的，在招标人对其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应在 15 个工

作日内撤离该项目，否则招标人可取消其中标资格。



项目总工 1

（1）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

术职称（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或结构专业）；

（2）具有省级及以上住房

与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

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

（3）近 5 年内（递交投标

文件截止之日前一日回溯 5

年）在 1 个合同中曾担任过

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9000 平

方米且单体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

工程的项目总工（技术负责

人）或项目副总工职务；



附录 6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无



附录 7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材料和设备性能最低要求）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性能要求

一、楼地面工程

1 室内地面材料

抛光砖（玻化砖、聚晶微粉、大理石砖）：

1、不吸水，洒水至砖体背面无水迹扩散现象；防滑性好，抗污性强，有超洁

亮防污层。

2、尺寸标整，不同砖边角能完全对齐；平整，摆放平地后无起翘、波动感。

3、侧面与背面质地均匀一致，厚度≥9mm。

4、油性记号笔测试，能轻轻擦拭去除笔迹。

5、用 0#砂纸打磨砖体表面，不掉粉尘。

抛光砖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东鹏、新中源、能强、利家居等

800mm×800mm 地面砖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90 元/平米

600mm×600mm 地面砖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70 元/平米

300mm×300mm 地面砖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50 元/平米

全钢防静电活动地板：厚度≥35mm，采用四周支撑式，由地板块、钢支架、

横梁组成。地板块采用钢板内填充环保发泡水泥，钢板表面采用环氧树脂喷

涂后，防静电面层采用进口超耐磨贴面。尺寸标准，板面平整，面层耐磨性

强，受力好变形小，支架外观焊接牢固，金属件表面防锈层无脱落，无明显

疵点。

防静电地板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汇丽、沈飞等

600mm×600mm 防静电地板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180 元/平米

白麻花岗岩：材质坚实、无腐蚀斑点、隐伤，色泽一致、均匀，厚度≥18mm
白麻主材参考单价：180 元/平米

2 室外地面材料

麻石火烧板：材质坚实、无腐蚀斑点、隐伤，色泽一致、均匀，厚度≥

20mm
麻石火烧板最低主材参考单价：80 元/平米

二、墙柱面工程

3 墙砖

1、砖体平整一致，对角外嵌接整齐，没有尺寸误差与色差；

2、图案纹理细腻，不同砖体表面没有明显的缺色、断线、错位等；

3、将釉面砖的背部朝上，滴入少许淡茶水或非碳酸有色饮料，水渍扩散面积

较小。

内墙砖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利家居、兴辉、能强、东鹏等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性能要求

400mm×800mm 镜面砖内墙砖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80 元/平米

300mm×600mm 镜面砖内墙砖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60 元/平米

300mm×450mm 镜面砖内墙砖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50 元/平米

4 外墙砖

1、通体材质，砖体平整一致，对角外嵌接整齐，没有尺寸误差与色差；

2、砖体背面槽利于粘贴牢固；

3、不吸水，洒水至砖体背面无水迹扩散现象，抗污性强；

外墙砖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腾达、广达、恒达等

5
大芯板细木工

板

1、甲醛含量等级为 E0 级；

2、表面干燥、平整，节子、夹皮少。一面为一整张木板，另一面只允许有一

道拼缝，周边无补胶、补腻子现象。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福湘、雪岭、万象等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0 元/平米

6

大理石（用于

门厅大门的门

套内外两侧）

大理石：厚度≥25mm，色彩均匀自然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300 元/平米

三、天棚工程

7 扣板

铝合金扣板要求：

1、板材厚度不小于 0.8mm（不包括涂层厚度）；

2、被折弯后能迅速反弹。

铝合金扣板最低主材参考单价：60 元/平米

8 石膏板

600mm×600mm 石膏板复合天花

大板 1220mm×2440mm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龙牌、泰山等

1220mm×2440mm 石膏板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20 元/平米

600mm×600mm 石膏板最低主材参考单价 60 元/平米

四、成品门窗

9 实木装饰门

实木装饰门的含水率应低于 12%，门扇内实木含量高，填充物饱满，无翘边、

裂缝，板面平整、洁净，无节疤、虫眼，板面厚度不低于 9mm

配套实木门套线

合页不锈钢材质，厚度不小于 2mm。

实木装饰门最低参考单价：500 元/平米

门锁（L型执手锁））最低参考单价：150 元/把

10 塑钢门/铝合金 塑钢门及铝合金门：门框要洁净、平整、光滑、大面无划痕、碰伤，型材无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性能要求

门 开焊断裂，门关闭时，扇与框之间无明显缝隙，玻璃应平整、安装牢固，不

应有松动现象。玻璃压条必须与玻璃全部贴紧，压条与型材的接缝处应无明

显缝隙，接头缝隙应小于 1mm。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塑钢门为实德、海螺等，铝合金门同窗品牌要求

一致

半玻塑钢门及铝合金门（含五金、玻璃）最低参考单价：300 元/平米

门锁（球型执手锁））最低参考单价：60 元/把

公共卫生间为门页同等材质全包门套，宿舍卫生间为门页同等材质半包门套

合页不锈钢材质，厚度不小于 1.5mm。

11 卫生间隔断

1、板面平整，耐污性强易清洁；

2、防潮防水，不易变形；吸水厚度膨胀率、内接合强度、握螺钉力、密度达

到 GB/T17657-1999 标准；

3、板厚度不小于 12mm；

4、主要材料：抗倍特板、铝质金属板等；

5、隔断铝合金型材及不锈钢配件满足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设

计标准》

12 铝合金门窗

所使用的铝型材厚度、强度和氧化膜等，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壁厚

应在 1.2mm 以上，抗拉强度应达到每平方毫米 157N。不锈钢五金件（包括门

页、窗滑轨及锁扣、门锁等）。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凤铝、振升、经阁等

铝合金窗(含玻璃、带纱)最低参考单价：320 元/平米

五、油漆、涂料工程

13 乳胶漆

1、比较黏稠，无硬块，搅拌后呈均匀状态。

2、细腻润滑，用木棍挑起乳胶漆，漆液自然垂落能形成均匀的扇面，没有断

续或滴落现象。

3、达到环保要求。

4、漆液能在手指上均匀涂开，能在 2min 内干燥，且结膜有一定的延展性。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美涂士、华润、湘江等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5 元/公斤

六、给排水

14 球墨铸铁管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河北徐水兴华、新兴、圣戈班等。

15
PP-R、U-PVC 管

材

1、管材与配件的颜色基本一致，内外表面光滑、平整，无凹凸，无气泡，

不含可见杂质；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性能要求

2、管材背面印刷参数一致；

3、壁厚均匀；

4、管材两端有塑料盖封闭；

5、没有任何气味；

6、配套接头配件，特别是带有金属内螺纹的接头为不锈钢或铜材；

7、金属与外围管壁的接触应当紧密、均匀，不存在任何细微的裂缝或歪

斜；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顾地、广东联塑等。

DN15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7.06 元/米

DN20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1.12 元/米

DN25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7.58 元/米

DN32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8.9 元/米

DN40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5.23 元/米

DN50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71.6 元/米

DN65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12.45 元/米

DN80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62.5 元/米

DN100PP-R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40.02 元/米

De50U-PVC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3.51 元/米

De80U-PVC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1.97 元/米

8、U-PVC 管材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埃美柯、联塑、日丰等

16 厨卫设备

水龙头：陶瓷或铜质阀芯；

面盆（含冷热水组合龙头）、大便器（含水箱）、小便器(含冲洗阀)、淋浴

器（含冷热水组合龙头、花洒、喷头）：尺寸应达到成人使用要求；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九牧、箭牌、法恩莎等。

水龙头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50 元/个

面盆（含冷热水组合龙头）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80 /组

大便器（含水箱）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60 元/组

小便器(含冲洗阀/红外线感应装置)最低主材参考单价：680 元/组

淋浴器（含冷热水组合龙头、花洒、喷头）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50 元/组

厨房灶台、白案、洗菜（洗碗）池、抽油烟机、碗柜、储物柜、存放架等：

304 不锈钢材质

17 HDPE 管、PE 管
HDPE 管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联塑、金德、康泰等

DN200HDPE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9.6 元/米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性能要求

DN300HDPE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74.4 元/米

DN400HDPE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09.8 元/米

DN500HDPE 管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08.23 元/米

DN>500，采用 HDPE 高密度聚乙烯管

七、电气工程

18 热镀锌钢管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岐丰、友发、衡水华岐等

镀锌钢管 DN100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81.25 元/米

镀锌钢管 DN80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6.6 元/米

镀锌钢管 DN65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7.1 元/米

镀锌钢管 DN50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9.31 元/米

19 电线电缆

1、具有国家电工认证标记以及电线上印刷的商标、规格、电压等信息。

2、铜芯为紫红色的，有光泽、手感软。绝缘层厚度、硬度比较适中，拉扯后

有弹性，不容易燃烧，离开火焰后会自动熄灭。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衡阳金杯、金龙等

铜芯导线 BV-2.5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75 元/米

铜芯导线 BV-4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11 元/米

铜芯导线 BV-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38 元/米

铜芯导线 ZR-BV-2.5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03 元/米

铜芯导线 ZR-BV-4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52 元/米

铜芯导线 ZR-BV-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82 元/米

电力电缆 ZRYJV22-4*120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69.37 元/米

电力电缆 ZRYJV22-4*25+1*1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17.34 元/米

电力电缆 ZRYJV22-3*25+2*1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09.54 元/米

电力电缆 ZRYJV22-5*1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80.16 元/米

电力电缆 ZRYJV22-5*10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1.09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3*185+1*95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52.77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4*95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84.25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4*50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47.06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4*1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6.47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4*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6.67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4*185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80.26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5*10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5.62 元/米

电力电缆 YJV22-5*16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71.57 元/米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性能要求

20

开关插座（含

电视电话、网

络等弱电插

座）

1、采用 PC 材料，正面外观平整，做工精细，无毛刺感，色泽透亮。

2、铜材为纯铜，颜色偏红，质地厚重。

3、开关触点采用银铜复合材料或纯银制作。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TCL、朗能、西蒙、天基等

单联单控开关 10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6.39 元/个

双联单控开关 10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8.4 元/个

三联单控开关 10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0.2 元/个

声控延时开关 10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5.8 元/个

安全型二、三级插座 10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0 元/个

空调插座 16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2.67 元/个

防水防溅安全型插座 10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0.8 元/个

单相柜机安全型插座 20A 250V 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5 元/个

21 室内灯具

具备防触电保护功能的节能灯，优先采用 LED 光源，LED 光源使用寿命 10 年

以上。

单头筒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0 元/套

方形吸顶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00 元/套

双头斗胆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50 元/套

300*300 嵌入式吸顶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0 元/套

圆形吸顶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0 元/套

格栅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50 元/套

150W 块板式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00 元/套

防尘防爆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500 元/套

隐形风扇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300 元/套

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雷士、亚明、飞利浦、欧普等

八、成套设备

22 变频供水设备

23
高杆灯（服务

区）

热镀锌灯杆，升降灯盘，节能型高压钠灯分级控制

高杆灯最低主材参考单价：65000 元/套

24 路灯、庭院灯 LED 光源，光电互补电源，造型简洁大方，做工精细

27
厨房油烟净化

器

满足国家及环保部门相关规范、标准，且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科蓝环

保、朗夏、保丽洁环境科技等

28
加油机（加油

站）

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且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正星、托肯

衡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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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油双枪双显（大流量柴油）加油机最低主材参考单价：22000 元/台

三油六枪六显加油机最低主材参考单价：95000 元/台

双油四枪四显加油机最低主材参考单价：69000 元/台

30 地埋式垃圾站
与当地环卫部门运输机械适配

地埋式垃圾站最低主材参考单价：150000 元/台

31 SF 双层油罐

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且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力宏、祥龙

等

50 立方 SF 双层油罐最低主材参考单价：69000 元/台

30 立方 SF 双层油罐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9000 元/台

32 潜油泵

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且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蓝夹克、红

夹克等

潜油泵最低主材参考单价：9000 元/台

33 液位仪控制箱

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且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维德路特、

永邦等

液位仪控制箱最低主材参考单价：40000 元/台

34
加油站视频监

控系统

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且必须不低于以下品牌质量：海康威视、

永邦等

加油站视频监控系统参考单价：42000 元/套

注： 1．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相关技术要求和标准，列明拟采用的材料和设备品牌、

型号规格及相应价格。该表格中所列性能指标及价格为投标人报价及施工选择材料和设备

的最低要求，低于本表相关技术要求、标准及价格视为未响应招标人要求，属重大偏差。

2．合同履约过程中，严格履行材料和设备报验送检程序。承包人送检报验的材料设备

与其提交的“承包人拟采用材料设备一览表”不符时，监理人有权拒绝，并要求承包人立

即进行更换，监理人应在更换后再次进行检查和检验，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

由承包人承担。

3．所有材料和设备必须具有相关部门的相应质检报告和产品检测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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