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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部分



1.开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 数量
投标单价
（元）

投标总价
（元）

交货时间 备注

1 香樟
胸径 30cm，高度 500cm，

冠幅 400cm 
17 株 12500 2125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宽幅，高分枝

2 天竺桂
胸径 15cm，高度 250cm，

冠幅 200cm
101 株 2000 2020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宽幅，高分枝

3 乐昌含笑
胸径 15cm，高度 250cm，

冠幅 180cm
76 株 2150 1634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单干，多分支，

枝叶优美

4 复羽叶栾树
胸径 20cm，高度 450cm，

冠幅 300cm
52 株 2000 1040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宽幅，高分枝

5 桂花
胸径 12cm，高度 300cm，

冠幅 250cm
6 株 3500 210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单干，宽幅

6 琴丝竹
杆径 1-3cm，高度

250cm，冠幅 300cm
8 丛 600 48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丛生枝叶茂盛，

形态优美

7 黄葛树
胸径 30cm，高度 500cm，

冠幅 400cm
18 株 18000 3240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保留三级枝，树

形优美

8 水杉
胸径 30cm，高度 600cm，

冠幅 400cm
33 株 3000 990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单干，直立树干

9 刺槐
胸径 20cm，高度 400cm，

冠幅 400cm
18 株 3000 540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宽幅，高分枝

10 芭蕉
胸径 15cm，高度 450cm，

冠幅 350cm
8 株 200 16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宽幅

11 腊梅 高度 200cm，冠幅 200cm 60 株 130 78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低分枝，多干

12 香椿
胸径 25cm，高度 350cm，

冠幅 250cm
50 株 3500 1750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高分枝，多干

注：1. 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运输、保险、税费、管护和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

2.“开标一览表”为多页的，每页均需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投

标人印章。

投标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开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 数量
投标单价
（元）

投标总价
（元）

交货时间 备注

13 肾蕨 高度 30cm，冠幅 15cm 122 m2 40 488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35株 /m2

14 野菊花 高度 35cm，冠幅 20cm 3689 m 2 25 92225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30株 /m2

15 葱兰 高度 25cm，冠幅 10cm 1189 m 2 25 29725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40株 /m2

16 白茅 高度 100cm，冠幅 20cm 1550 m 2 30 465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25株 /m2

17 蒲苇 高度 100cm，冠幅 70cm 1297 m 2 30 3891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2 株 /m2

18 香蒲 高度 30cm，冠幅 15cm 108 m
2

30 324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30株 /m

2

19 狼尾草 高度 70cm，冠幅 40cm 2871 m 2 35 100485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5 株 /m2

20 金光菊 高度 50cm，冠幅 30cm 2271 m 2 30 6813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10株 /m2

21 睡莲 冠幅 25cm 90 m2 50 450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16株 /m2

22 荷花 冠幅 30cm 1833 m 2 10 18330 
签订合同

后 5日内
10株 /m2

报价合计（元）： 1776025 大写：壹佰柒拾柒万陆仟零贰拾伍元整

注：1. 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运输、保险、税费、管护和

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

2.“开标一览表”为多页的，每页均需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投

标人印章。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2.分项报价明细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品名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备注

1 香樟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17 12500 212500 宽幅，高分枝

2 天竺桂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2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101 2000 202000 宽幅，高分枝

3 乐昌含笑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18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76 2150 163400 
单干，多分支，

枝叶优美

4 复羽叶栾树
胸径 20cm，高度
450cm，冠幅 3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52 2000 104000 宽幅，高分枝

5 桂花
胸径 12cm，高度
300cm，冠幅 25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6 3500 21000 单干，宽幅

6 琴丝竹
杆径 1-3cm，高度
250cm，冠幅 3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丛 8 600 4800 
丛生枝叶茂盛，

形态优美

7 黄葛树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18 18000 324000 
保留三级枝，树

形优美

8 水杉
胸径 30cm，高度

600cm，冠幅 4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33 3000 99000 单干，直立树干

9 刺槐
胸径 20cm，高度
400cm，冠幅 4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18 3000 54000 宽幅，高分枝

10 芭蕉
胸径 15cm，高度
450cm，冠幅 35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8 200 1600 宽幅

11 腊梅
高度 200cm，冠幅

20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60 130 7800 低分枝，多干

12 香椿
胸径 25cm，高度

350cm，冠幅 25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株 50 3500 175000 高分枝，多干

13 肾蕨
高度 30cm，冠幅

15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
2

122 40 4880 35株 /m
2

注：1、投标人必须按“分项报价明细表”的格式详细报出投标总价的各个组成

部分的报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分项报价明细表” 各分项报价合计应当与 “开标一览表”报价合计相等。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分项报价明细表

序
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品名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备注

14 野菊花
高度 35cm，冠幅

2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3689 25 92225 30株 /m2

15 葱兰
高度 25cm，冠幅

1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1189 25 29725 40株 /m2

16 白茅
高度 100cm，冠幅

2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1550 30 46500 25株 /m2

17 蒲苇
高度 100cm，冠幅

7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
2

1297 30 38910 2 株 /m
2

18 香蒲
高度 30cm，冠幅

15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108 30 3240 30株 /m2

19 狼尾草
高度 70cm，冠幅

4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2871 35 100485 5 株 /m2

20 金光菊
高度 50cm，冠幅

3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2271 30 68130 10株 /m2

21 睡莲 冠幅 25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90 50 4500 16株 /m2

22 荷花 冠幅 30cm 按招标人
要求提供

m2 1833 10 18330 10株 /m2

分项报价合计（元） 1776025

注：1、投标人必须按“分项报价明细表”的格式详细报出投标总价的各个组成

部分的报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分项报价明细表” 各分项报价合计应当与 “开标一览表”报价合计相等。

投标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二）技术部分



1.苗木的品种、规格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
位

数量 备注胸径
(cm) 

高度
(cm) 

冠幅
(cm) 

1 香樟 30 500 400 株 17 宽幅，高分枝

2 天竺桂 15 250 200 株 101 宽幅，高分枝

3 乐昌含笑 15 250 180 株 76 
单干，多分支，枝叶优

美

4 复羽叶栾树 20 450 300 株 52 宽幅，高分枝

5 桂花 12 300 250 株 6 单干，宽幅

6 琴丝竹
杆径

1-3 
250 300 丛 8 

丛生枝叶茂盛， 形态优

美

7 黄葛树 30 500 400 株 18 保留三级枝， 树形优美

8 水杉 30 600 400 株 33 单干，直立树干

9 刺槐 20 400 400 株 18 宽幅，高分枝

10 芭蕉 15 450 350 株 8 宽幅

11 腊梅 / 200 200 株 60 低分枝，多干

12 香椿 25 350 250 株 50 高分枝，多干

13 肾蕨 / 30 15 m2 122 35株 /m2

14 野菊花 / 35 20 m2 3689 30株 /m2

15 葱兰 / 25 10 m2 1189 40株 /m2

16 白茅 / 100 20 m2 1550 25株 /m2

17 蒲苇 / 100 70 m2 1297 2 株 /m 2

18 香蒲 / 30 15 m2 108 30株 /m2

19 狼尾草 / 70 40 m
2

2871 5 株 /m
2

20 金光菊 / 50 30 m
2

2271 10株 /m
2

21 睡莲 / / 25 m
2

90 16株 /m
2

22 荷花 / / 30 m
2

1833 10株 /m
2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2.苗木生产环境条件
（1）香樟： 主要生长于亚热带土壤肥沃的向阳山坡、谷地及河岸平地；分布于长江以南及西

南 ,生长区域海拔可达 1000M，樟树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不强，对土壤要
求不严，较耐水湿，但当移植时要注意保持土壤湿度，水涝容易导致烂根缺氧而死，但不耐

干旱、瘠薄和盐碱土。主根发达，深根性，能抗风。萌芽力强，耐修剪。生长速度中等，树

形巨大如伞，能遮阴避凉。存活期长，可以生长为成百上千年的参天古木，有很强的吸烟滞

尘、涵养水源、固土防沙和美化环境的能力。此外抗海潮风及耐烟尘和抗有毒气体能力，并

能吸收多种有毒气体，较能适应城市环境。

（2）天竺桂： 中性树种。幼年期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在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上生长最

好，中性土壤亦能适应。平原引种应注意幼年期庇荫和防寒，在排水不良之处不宜种植。移

植时必须带土球，还需适当修剪枝叶。对二氧化硫抗性强。

（3）乐昌含笑： 乐昌含笑喜温暖湿润的气候， 生长适宜温度为 15～32℃，能抗 41℃的高温，

亦能耐寒。喜光，但苗期喜偏阴。喜土壤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酸性至微碱性土壤。

能耐地下水位较高的环境，在过于干燥的土壤中生长不良。在江浙一带种植，在冬末初春移

栽成活率最高，适应性好。

（4）复羽叶栾树： 它是一种喜光，稍耐半荫的植物；耐寒；但是不耐水淹，栽植注意土地，

耐干旱和瘠薄，对环境的适应性强，喜欢生长于石灰质土壤中，耐盐渍及短期水涝。栾树具

有深根性，萌蘖力强，生长速度中等，幼树生长较慢，以后渐快，有较强抗烟尘能力。在中

原地区尤其是许昌鄢陵多有栽植。抗风能力较强，可抗零下 25℃低温，对粉尘、二氧化硫和

臭氧均有较强的抗性。病虫害少，栽培管理容易。

（5）桂花： 桂花喜温暖，抗逆性强，既耐高温，也较耐寒。因此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的地
区均可露地越冬。桂花较喜阳光，亦能耐阴，在全光照下其枝叶生长茂盛，开花繁密，在阴

处生长枝叶稀疏、花稀少。若在北方室内盆栽尤需注意有充足光照，以利于生长和花芽的形

成。桂花性好湿润，切忌积水，但也有一定的耐干旱能力。桂花对土壤的要求不太严，除碱

性土和低洼地或过于粘重、排水不畅的土壤外，一般均可生长，但以土层深厚、疏松肥沃、

排水良好的微酸性砂质壤土最为适宜。桂花对氯气、二氧化硫、氟化氢等有害气体都有一定

的抗性，还有较强的吸滞粉尘的能力，常被用于城市及工矿区。

（6）琴丝竹： 适应性强，可耐 -20 度低温，较耐干旱贫瘠。在立地条件差的地方生长低矮。
（7）黄葛树： 黄葛树喜光，耐旱，耐瘠薄，有气生根，适应能力特别强。

（8）水杉： 喜气候温暖湿润，夏季凉爽，冬季有雪而不严寒，并且产地年平均温 13℃，极
端最低温 -8℃，极端最高温 24℃左右，无霜期 230 天；年降水量 1500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
度 82%。土壤为酸性山地黄壤、紫色土或冲积土， pH值 4.5~5.5 。

（9）刺槐： 强阳性树种，耐水湿，喜光。不耐荫，喜干燥、凉爽气候，较耐干旱、贫瘠，能
在中性、石灰性、酸性及轻度碱性土上生长。

（10）芭蕉： 芭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叶子大而宽，性喜温暖耐寒力弱，茎分生能力强，

耐半荫，适应性较强，生长较快。

（11）腊梅： 蜡梅性喜阳光，能耐荫、耐寒、耐旱，忌渍水。蜡梅花在霜雪寒天傲然开放，

花黄似腊，浓香扑鼻，是冬季观赏主要花木。怕风，较耐寒，在不低于 -15℃时能安全越冬，
北京以南地区可露地栽培，花期遇 -10℃低温，花朵受冻害。好生于土层深厚、肥沃、疏松、

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沙质壤土上，在盐碱地上生长不良。耐旱性较强，怕涝，故不宜在低洼地

栽培。树体生长势强，分枝旺盛，根茎部易生萌蘖。耐修剪，易整形。先花后叶，花期 11



月～翌年 3月，花香浓郁。果托坛状，瘦果椭圆形，栗褐色，有光泽， 7～8月成熟。
（12）香椿： 香椿喜温，适宜在平均气温 8—10℃的地区栽培，抗寒能力随苗树龄的增加而

提高。用种子直播的一年生幼苗在一 10℃左右可能受冻。香椿喜光，较耐湿，适宜生长于河
边、宅院周围肥沃湿润的土壤中，一般以砂壤土为好。适宜的土壤酸碱度为 pH5.5—8.0。
（13）肾蕨： 肾蕨喜温暖潮湿的环境，生长适温为 16℃ ~25℃，冬季不得低于 10℃。自然萌

发力强，喜半荫，忌强光直射，对土壤要求不严，以疏松、肥沃、透气、富含腐殖质的中性

或微酸性砂壤土生长最为良好，不耐寒、不耐旱。

（14）野菊花： 喜凉爽湿润气候，耐寒。以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富含腐殖质的壤土栽培为

宜。穴内撒施石灰消毒。多生于山坡草地、灌丛、河边水湿地，海滨盐渍地及田边、路旁。

（15）葱兰： 葱兰的习性有点特殊，虽然喜光，但却耐半阴。如果光线太强，很容易将其晒

坏，不利于其生长发育，在半阴的环境下却能生长良好，如在高大的树阴下或者在高墙的阴

面种植较好。同时它还喜温暖，但也有较强的耐寒性。喜湿润，耐低湿。喜排水良好、肥沃

而略黏质的土壤。

（16）白茅： 适应性强，耐荫、耐瘠薄和干旱，喜湿润疏松土壤，在适宜的条件下，根状茎

可长达 2～3 米以上，能穿透树根，断节再生能力强。

（17）蒲苇： 性强健，耐寒，喜温暖、阳光充足及湿润气候。

（18）香蒲： 香蒲是水生宿根作物， 生长过程需水较多。对气温反应敏感， 秋季蒲株地上

部逐渐枯黄， 但根状茎的顶芽转入休眠越冬， 待翌年气温适宜时再萌发。整个生育期划分

为萌发、 分株和抽薹开花三个时期。 萌芽时期要求气温最低为 10℃，达到 15℃时有利于蒲芽
生长 ; 分株时期是指各母株基部密集节上腋芽的萌发与生长， 一般每个母株当年可繁殖 5～ 10

个分株 ; 抽薹开花与分株不是截然分开的， 蒲田在分株时期已有部分蒲株进入抽薹开花。

（19）狼尾草： 生长在沼泽地。它的茎、叶、穗粒都像粟，颜色是紫色的，有毛。喜寒冷湿

气候。耐旱，耐砂土贫瘠土壤。宜选择肥沃、稍湿润的砂地栽培。

（20）金光菊： 性喜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环境。对阳光的敏感性也不强。适应性强，耐寒

又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但忌水湿。在排水良好、疏松的沙质土中生长良。

（21）睡莲： 睡莲喜阳光，通风良好，所以白天开花的热带和耐寒睡莲在晚上花朵会闭合，

到早上又会张开。 在岸边有树荫的池塘， 虽能开花， 但生长较弱。 对土质要求不严， pH值 6～

8，均可正常生长，但喜富含有机质的壤土。
（22）荷花： 荷花是水生植物，性喜相对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
荷花的需水量由其品种而定， 大株形品种如古代莲、 红千叶相对水位深一些， 但不能超过 1.7

米．中小株形只适于 20～60 厘米的水深。 同时荷花对失水十分敏感， 夏季只要 3 小时不灌水，
水缸所栽荷叶便萎靡，若停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

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荫，在半荫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

投标人名称：（盖章）

投标日期：



3.苗木验收标准和验收方法

一、苗木验收标准：

中标人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加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

工作的通知》（川财采〔 2009〕30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甲方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 乙方的投标文件

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甲乙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

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甲方在招标与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

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二、验收方法 ：

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 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标准及本合同

规定之情形者，甲方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甲乙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

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

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如质量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报告。

如货物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甲方有权退货，并视作乙方不能交付

货物而须支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甲方还可依法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投标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4.验收清单

序号 品名 规格 数量 单价 备注

1 香樟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17 株 12500元 宽幅，高分枝

2 天竺桂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200cm
101 株 2000元 宽幅，高分枝

3 乐昌含笑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180cm
76 株 2150元

单干，多分支，

枝叶优美

4 复羽叶栾树
胸径 20cm，高度

450cm，冠幅 300cm
52 株 2000元 宽幅，高分枝

5 桂花
胸径 12cm，高度

300cm，冠幅 250cm
6 株 3500元 单干，宽幅

6 琴丝竹
杆径 1-3cm，高度

250cm，冠幅 300cm
8 丛 600元

丛生枝叶茂盛，

形态优美

7 黄葛树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18 株 18000元

保留三级枝，树

形优美

8 水杉
胸径 30cm，高度

600cm，冠幅 400cm
33 株 3000元 单干，直立树干

9 刺槐
胸径 20cm，高度

400cm，冠幅 400cm
18 株 3000元 宽幅，高分枝

10 芭蕉
胸径 15cm，高度

450cm，冠幅 350cm
8 株 200元 宽幅

11 腊梅
高度 200cm，冠幅

200cm
60 株 130元 低分枝，多干

12 香椿
胸径 25cm，高度

350cm，冠幅 250cm
50 株 3500元 高分枝，多干

13 肾蕨
高度 30cm，冠幅

15cm 
122 m2 40 元 35 株 /m2

14 野菊花
高度 35cm，冠幅

20cm 
3689 m2 25 元 30株 /m2 

15 葱兰
高度 25cm，冠幅

10cm 
1189 m2 25 元 40株 /m2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验收清单

序号 品名 规格 数量 单价 备注

16 白茅
高度 100cm，冠幅

20cm 
1550 m2 30元 25 株 /m2 

17 蒲苇
高度 100cm，冠幅

70cm 
1297 m2 30元 2 株 /m2 

18 香蒲
高度 30cm，冠幅

15cm
108 m2 30元 30 株 /m2

19 狼尾草
高度 70cm，冠幅

40cm
2871 m2 35元 5 株 /m2

20 金光菊
高度 50cm，冠幅

30cm
2271 m2 30元 10 株 /m2

21 睡莲 冠幅 25cm 90 m2 50元 16 株 /m2

22 荷花 冠幅 30cm 1833 m
2

10元 10 株 /m
2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5.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1）投标产品技术参数表

招标编号 ：

序号 货物名称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产品技术参数

1 香樟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宽幅，高分枝， 17株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宽幅，高分枝， 17株

2 天竺桂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200cm。

宽幅，高分枝， 101株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200cm。

宽幅，高分枝， 101 株

3 乐昌含笑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180cm。
单干，多分支，枝叶优美， 76株

胸径 15cm，高度 250cm，冠幅 180cm。
单干，多分支，枝叶优美， 76株

4 复羽叶栾树
胸径 20cm，高度 450cm，冠幅 300cm。

宽幅，高分枝， 52株
胸径 20cm，高度 450cm，冠幅 300cm。

宽幅，高分枝， 52株

5 桂花
胸径 12cm，高度 300cm，冠幅 250cm。

单干，宽幅， 6株
胸径 12cm，高度 300cm，冠幅 250cm。

单干，宽幅， 6 株

6 琴丝竹
杆径 1-3cm，高度 250cm，冠幅 300cm。

丛生枝叶茂盛，形态优美， 8 丛

杆径 1-3cm，高度 250cm，冠幅 300cm。

丛生枝叶茂盛，形态优美， 8丛

7 黄葛树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保留三级枝，树形优美， 18 株

胸径 30cm，高度 500cm，冠幅 400cm。
保留三级枝，树形优美， 18株

8 水杉
胸径 30cm，高度 600cm，冠幅 400cm。

单干，直立树干， 33株

胸径 30cm，高度 600cm，冠幅 400cm。

单干，直立树干， 33 株

9 刺槐
胸径 20cm，高度 400cm，冠幅 400cm。

宽幅，高分枝， 18株
胸径 20cm，高度 400cm，冠幅 400cm。

宽幅，高分枝， 18株

10 芭蕉
胸径 15cm，高度 450cm，冠幅 350cm。

宽幅， 8 株
胸径 15cm，高度 450cm，冠幅 350cm。

宽幅， 8株

11 腊梅
高度 200cm，冠幅 200cm。低分枝，多

干， 60株

高度 200cm，冠幅 200cm。低分枝，多

干， 60株

12 香椿
胸径 25cm，高度 350cm，冠幅 250cm。

高分枝，多干 50株
胸径 25cm，高度 350cm，冠幅 250cm。

高分枝，多干 50 株

注：1. 供应商必须把招标项目的全部技术参数列入此表。

2．按照招标项目技术要求的顺序对应填写。

3．供应商必须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填写，否则将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2013 年 12月 17日



投标产品技术参数表

招标编号 ：

序号 货物名称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产品技术参数

13 肾蕨
高度 30cm，冠幅 15cm。35 株/m2

，

122 m2 

高度 30cm，冠幅 15cm。35株 /m2
，

122 m2 

14 野菊花
高度 35cm，冠幅 20cm。30 株/m2

，

3689 m2

高度 35cm，冠幅 20cm。30株 /m2
，

3689 m2

15 葱兰
高度 25cm，冠幅 10cm。40 株/m2

，

1189 m2

高度 25cm，冠幅 10cm。40株 /m2
，

1189 m2

16 白茅
高度 100cm，冠幅 20cm。25株 /m

2
，

1550 m2

高度 100cm，冠幅 20cm。25株 /m
2
，

1550 m2

17 蒲苇
高度 100cm，冠幅 70cm。 2 株/m2

，

1297 m2

高度 100cm，冠幅 70cm。2株 /m2
，

1297 m2

18 香蒲
高度 30cm，冠幅 15cm。30 株/m2

，

108 m2

高度 30cm，冠幅 15cm。30株 /m2
，

108 m2

19 狼尾草
高度 70cm，冠幅 40cm。5株 /m2

，

2871 m2

高度 70cm，冠幅 40cm。5 株 /m2
，

2871 m2

20 金光菊
高度 50cm，冠幅 30cm。10 株/m2

，

2271 m2

高度 50cm，冠幅 30cm。10株 /m2
，

2271 m2

21 睡莲 冠幅 25cm。16株 /m2
，90 m2

冠幅 25cm。16株 /m
2
，90 m2

22 荷花 冠幅 30cm。10株 /m
2
，1833 m

2
冠幅 30cm。10 株 /m

2
，1833 m

2

注：1. 供应商必须把招标项目的全部技术参数列入此表。

2．按照招标项目技术要求的顺序对应填写。

3．供应商必须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填写，否则将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 



（2）关于我公司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专利权的保证

致：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我方在此保证：我公司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 （包括部分使用）时，

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 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

济纠纷，如因专利权、 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 由我方承

担所有相关责任。

特此保证！

投标人名称：

投标日期：



（3）承诺

致：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如

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投标日期：



（4）承诺

致：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我公司郑重承诺：近三年无诉讼、仲裁、投诉情况；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投标日期：



（5）承诺

致：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司具有本次招标采购需要的苗木基地（自育苗） ，切所

有苗木生长健康、无机械损伤、无病虫害。

特此承诺！

（附：苗圃租赁合同复印件）

投标人名称：

投标日期：



（三）商务部分



1.投标函

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

我方全面研究了 “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林业局石龙桥综合体景观绿化工程

苗木采购 ”项目招标文件（招标编号 NJC13G030），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
目投标。我方授权 （姓名、职务）代表我方 （投标单位

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

1、我方自愿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货物 /服务，总
投标价为人民币 万元（大写： ）。

2、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于合同签
字生效后 日内完成项目，并交付采购人验收。

3、我方同意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向贵单位交纳人民币 万元（大

写： ）的投标保证金。并承诺：下列任何情况发生时，我方将不要求

退还投标保证金：

（1）如果我方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

（2）我方提供了虚假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文件；

（3）在投标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

（4）我方在投标有效期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由于我方原因未能按照招标
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与采购人签订并履行合同。

4、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投标文件正本 1 份，副本 5份，，用于开标唱标的“开
标一览表”壹份。

5、我方愿意提供贵中心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
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6、我方完全理解采购人不一定将合同授予最低报价的投标人的行为。

投标人名称：南充花仙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2.投标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3.苗木生产许可证、苗木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

本授权声明： （投标人名称） （法

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

“ ” 项目（招标编号 ）投标活

动的合法代表， 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投标、 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

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日 期：



5.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6.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复印件



7.投标人和投标产品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具有类

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致：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我公司具备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一般条件和投标产品的资格、 资质性及

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一）一般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已报名并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二）投标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的强制性规定，生产、销

售产品和产品本身需要取得许可证照或者需要经过认证的。

（附：营业执照、苗木生产许可证、苗木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投标日期：



8.商务应答表

招标编号： NJC13G030                                             

序号 招标要求 投标应答

1 投标函； 响应

2 
投标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副本复
印件；

响应

3 苗木生产许可证、苗木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 响应

4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 响应

5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响应

6 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复印件； 响应

7 
投标人和投标产品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 资质
性及其他具有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响应

8 

投标人承诺给予招标采购单位的各种优惠条件 （优
惠条件事项不能包括采购项目本身所包含的采购
事项。投标人不能以“赠送、赠予”等任何名义提
供货物和服务以规避招标文件的约束。否则，投标
人提供的投标文件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即使中标
也将取消中标资格）；

响应

9 其他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响应

注：供应商必须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应答，否则将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      



9.投标人承诺给予招标采购单位的各种优惠条件

致 : 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我公司承诺 :如我公司中标 ,我方将积极配合贵单位按质量按时完成该工程。

1．我公司承诺在施工期间，关于本工程事务 ,应贵单位要求随传随到。

2．在施工及养护期间我方愿意为贵单位提供非本工程的本专业技术支持。

3．我方承诺在养护期满后愿意为贵单位提供一套针对本工程的完整有效的

后续养护技术方案。

4．对于本工程事务，我公司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5. 工程完工养护期满后，我单位提供不定期回访，出现苗木质量及成活问

题，我方愿意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特此承诺！

投标人：

日 期：



10.其他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1）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组织机构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工程师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 名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项目经理

营业执照号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 号 技工

经营范围

1、可承揽工程造价在 1200万元以下的园林绿化工程，包括：综合公园、
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等各类公园，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
等各类绿地；

2、可承揽园林绿化工程中的整地、栽植及园林绿化项目配套的 200平方
米以下的单层建筑（工具间、茶室、卫生设施等） 、小品、花坛、园路、水系、
喷泉、假山、雕塑、广场铺装、驳岸、单跨 10 米以下的园林景观人行桥梁、
码头以及园林设施、设备安装项目等；

3、可承揽各种规模以及类型的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程；
4、可从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的培育、生产和经营，园林

绿化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

备注 /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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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资信证明



（3）投标人（ 2010年至 2012年）经非本单位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财务审计报告



（4）纳税证明



（6）社保资金缴纳证明



（7）森林植物检疫登记证复印件



(8) 投标人类似业绩一览表

年份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完成时间 合同金额 完成项目质量 联系电话

2011 年 合格

2012 年 合格

2013 年 合格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  



（9）证明投标人荣誉有关



（10）投标人本项目管理、技术、服务人员情况表

招标编号： NJC13G030 

类别 职务 姓名 职称 常住地

资格证明（附复印件）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管

理

人

员

项目经理 张通南 工程师 南充 项目经理证 贰级 园项 0788号 园林

/ / / / / / / / 

/ / / / / / / / 

技

术

人

员

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 南充 工程师证 中级

施工员 施工员 南充 上岗证 中级

质量员 质量员 南充 上岗证 中级

安全员 安全员 南充 上岗证 中级

材料员 材料员 南充 上岗证 中级

售后

服务

人员

管护人员 植保工 南充 植保工证 中级

管护人员 花卉工 南充 花卉工证 中级

管护人员 花卉工 南充 花卉工证 中级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投标日期 :  



（11）组织机构代码证



（12）园林绿化贰级资质复印件



（13）承诺

致：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以下要求：

1.履约保证金：中标金额 20%，在合同签订前提交。

2.我公司响应招标文件第二章、 第八节投标纪律要求，第九节支付货款要求。

3.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清单，管护期 12 个月。管护期满苗木成活率达

到 100%。

4.交货日期：签订合同后 5日内。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投标日期：



（四）管护



1．投标人设立的管护机构网点清单、管护电话和管护人员名单

管护电话： 联系人：

管护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1 项目经理

2 绿化工

3 绿化工

4 植保工

（证件附后）

投标人名称：（盖章）

投标日期：



2.说明苗木管护时间、 管护期内的管护内容与范围。 提供管护承诺和

保障措施

一、苗木管护时间：  12 个月，管护期满苗木成活率 100%。

二、苗木管护期内的管护内容与范围：

（1）修剪：根据树木的生长特点、立地环境，按照操作规程适时进行。

（2）施肥：根据树木的生长特点及树木对肥料的需要，要求年施肥不得少于 2 次

以上，新种树木视生长情况，适时适量进行施肥，以保持植物的生长达到一定旺

盛效果。

（3）除草：要结合松土及时清理各类杂草。

（4）抹芽：对不定芽要及时清除，以保持树木骨架清晰，促使生长形态美观，营

养集中。

（5）病虫害防治：病虫害防治是树木保修中较为重要的手段和内容，要根据树木

的寄生对象及时做好预测预报，营养集中。

（6）抗旱、抗台、抗涝：旱季要及时进行灌溉，防止树木因脱水而造成枯死。台

汛期间要做好加固、排涝抢险工作，防止树木受损。

三、提供的管护承诺和保障措施。

（1）管护承诺：

A、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 12个月，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方在接

到通知后 24小时内响应到场， 48小时内完成维护或更换，并承担费用，如苗木

经我方 2次调换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视作我方未能按时交货， 甲

方有权退货并追究我方的违约责任。



B、我方须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C、我方负责免费培训甲方的专业教师。

（2）保障措施：

1）、补植季节在春季土壤解冻以后，发芽以前补植或在秋季落叶以

后土壤解冻以前补植。在春季土壤解冻以后、发芽以前补植，或在秋季

新梢停止生长后、降霜以前补植。

2）、死亡的树木挖除前做好记录，并尽早补植。

3）、补植的树木应选用原来树种，规格完全相同。

4）、对死亡的苗木用同规格同树种补植措施需要注意：选苗、起挖、

栽植三个重要环节，就能有效地提高苗木成活率。

如本公司中标， 本公司同意遵守本项目内的一切条款，如有违约，愿意承担

相应违约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公章）

投标日期 ：



3.其他有利于用户的管护承诺



（1）售后服务承诺

致 : 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如我公司中标，我公司对提供的产品作以下承诺：

1.我公司对提供的产品养护 12 个月。苗木成活率达到百分之百；达到一级

养护要求，苗木死亡在 2日内更换，否则视为违约。

2.在养护期内，如我公司产品因非人为等原因出现质量问题， 我公司将在接

到贵单位养护通知后 24小时内赶到现场。

3.在养护期满后， 我公司将为贵单位提供一套完善的产品管护方案。 养护期

满后，如产品因各种因素需要维护， 我公司将为贵单位提供优于市价的维护价格。

4.如我公司中标， 我公司同意：合同履行完毕后， 由采购人按国家行业标准

负责组织验收。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投标日期：



（2）养护承诺

致 : 南充市嘉陵区政府采购中心

如我公司中标，我公司对提供的产品作以下养护承诺：

管护期 12个月，管护期满苗木成活 100%。我单位在完成苗木栽植后，及时

制定养护措施，落实专人养护。我单位及时组织人员浇水养护、中耕除草、施肥

治虫，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树种优化养护措施。对死亡或树枝干枯、树叶掉损严

重的植物及时更换。

投标人名称：

投标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