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安前河水质净化厂工程 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第一部分 基本需求

1.项目概况

序号 内容 说明

1
功能或目

标

详见第二部分。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采购需求，综合考虑投

标方案的适用性，以方案优秀、服务优良和价格优惠的宗旨，选择最佳

方案前来投标，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 项目预算 74432.73 万元。

3 最高限价 70041.91 万元。

4

采购标的

对应的中

小企业划

分标准所

属行业

□ 农、林、牧、渔业

□ 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建筑业

□ 批发业

□ 零售业

□ 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

□ 仓储业

□ 邮政业

□ 住宿业

□ 餐饮业

□ 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 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等）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序号 内容 说明

1

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

政策

根据《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投标人提供的货物、

工程或者服务符合该办法第四条情形的，享受该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

持政策。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该办法规定的《中小企

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应对提交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监狱企业

扶持政策

根据《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本项目投标人为监狱和戒毒企业（以下

简称监狱企业）的，投标人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给予证明，否

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

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促进残疾

人

就业政策

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

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并对声明的真实性

承担法律责任。中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应当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本招标文件所称的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

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

或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

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

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 8 级）》的自然人，包括

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4 节能环保

（1）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整

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

9 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

18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

19 号）等的相关规定，未列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节能产

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简称节能清单）的产品，不属于政府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的节能产品范围；未列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标志

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简称环保清单）的产品，不属于政府优先采购

的环境标志产品范围。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

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

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2）采购范围涉及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微型计算机，

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液晶显示器，制冷压缩机，空调机组，专用

制冷、空调设备，镇流器，空调机，电热水器，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

电视设备，视频设备，便器，水嘴等品目（具体品目以财库〔2019〕19



号文标注为准）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在招标文件中标注“▲”

提醒投标人注意，漏标或未标“▲”的，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

布的节能清单为准），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当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

品，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

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否则其投标无效。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

但在节能清单中产品的技术、服务等指标无法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

允许投标人在节能清单之外选择产品。

（3）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

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

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

5 信息安全

采购范围涉及防火墙、网络安全隔离卡与线路选择器、安全隔离与信息

交换产品、安全路由器、智能卡 COS、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安全操作

系统、安全数据库系统、反垃圾邮件产品、入侵检测系统（IDS）、网络

脆弱性扫描产品、安全审计产品、网站恢复产品等品目为政府强制采购

的信息安全产品的，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当符合《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

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 号）的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

由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原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按国

家标准认证颁发的有效认证证书，否则其投标无效。

6 进口产品
除招标文件允许进口产品参加采购活动外，投标人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

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已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否则其投标无效。

7 其它约定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或者采购包，不再执行价格评审优惠政

策。

3.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序号 内容 说明

1 基本要求

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

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以及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

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

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需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2 其他要求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及相关经济技术规范文件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

《山东省市政养护维修工程消耗量定额》

《山东省市政养护工程价目表》

《山东省市政养护维修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

《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

及其他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上

述标准，期间有最新标准发布的，执行最新标准。

4.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序号 内容 说明



1 核心产品 采购人确定的核心产品： / 。

2 进口产品 允许以下采购标的投标进口产品： / 。

3

质量、安

全、技术规

格、物理特

性等要求

详见第二部分。“★”标注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标注的条款为重

要条款，“▲”标注的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5.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序号 内容 说明

1 数量 详见第二部分。

2

交付或者

实施的时

间

项目合作期 21.5 年，其中建设期 1.5 年，运营期 20 年。

3

交付或者

实施的地

点

青岛西海岸新区。

6.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序号 内容 说明

1 服务期限 项目合作期 21.5 年，其中建设期 1.5 年，运营期 20 年。

2

服务标准、

效率等要

求

（1）投标人应有能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和提供技术保障。投标人或投

标产品制造商应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机构，有充足的零件储备和能

力相当的技术服务人员，并保证投标产品停产后至少 5年内的零配件供

应。投标时须提供有关其投标产品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站）的信息，

包括售后服务机构名称、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水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零配件的储备等，说明投标人与该售后服务（维修站）的关系并附上相

关的证明文件，如合作协议等。若售后服务（维修站）的信息不能提供

或提供不全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应答不符合招标文

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服务期限内的售后维修

及服务包括所有投标产品及配件，并含第三方产品，同时投标人应定期

对所有投标产品提供维护保养服务。

（2）投标人应当提供一整套中文的技术资料，包括安装、操作手册、

使用说明、维修保养手册、电路图、零配件清单等，这些资料费应包括

在投标报价内。如果采购人确认投标人提供的技术资料不完整或在运输

过程中丢失，投标人需保证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 3天内将这些资料寄给

采购人。

（3）投标人应保证在接到采购人通知的 7 日内，在采购人指定所在地

对产品进行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如需要），直到该产品的技术指标完

全符合合同要求为止。投标人技术人员的费用，如：差旅费、住宿费等



应计入投标报价。投标人安装人员应自备必要的专用工具、量具及调试

用的材料等。

（4）投标人应负责投标产品服务期限内的维修和配件供应，售后服务

维修机构应备有及时维修所需的关键零部件。投标人应保证在服务期限

内提供投标产品专用的软件和相应数据库资料的升级服务（如果有）。

（5）在合同执行期和服务期限内，为采购人提供 7×24 小时高效的故

障维修服务，投标人应保证在收到要求提供维修服务的通知后 2小时内

给予反馈，24 小时内派合格的技术人员赴现场提供服务，解决问题。

如不能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间予以修复，投标人应保证提供同类备用产

品，供采购人使用。当出现故障不能及时排除，维修时间将超过 72 小

时的，应相应延长服务期限，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6）第二部分、第六章“PPP 项目合同草案”约定的其他内容。

7.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序号 内容 说明

1 验收标准

（1）服务期满前开始对采购标的进行最终验收，投标人应当在采购人

指定的验收日前做好验收的必要准备并向采购人提交验收申请报告及

相关资料；采购人将按照采购需求、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的承诺、采购

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其他标准、规范（若

需）进行验收。

（2）第二部分、第六章“PPP 项目合同草案”约定的其他内容。

8.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序号 内容 说明

1
技术

支持资料

投标人需要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其中技术支持资料指制造商公

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 CMA 认证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等，若

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不一致，

以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为准。如投标人技术响应与技术支持

资料不一致，将以技术支持资料为准。对于技术规格中标注“★”、“◆”

号的技术参数，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技术规格的要求

提供技术应答的证明材料，如技术规格中无特殊要求则应提交本条款规

定的技术支持资料。对于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技术应答未按本条款要

求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

技术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2 工作条件

除了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提供的一切仪器、设备和系统，

应符合下列条件：

（1）仪器设备的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提供适合

仪器插头的插座，必须要有接地。

（2）如果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

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3 培训要求

培训是指涉及产品基本原理、安装、调试、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

内容的学习。投标人应保证在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对操作人员、维护人

员及管理人员提供不少于 1 天的培训。投标人投标时应提供详细的培训



方案。培训教员的差旅费、食宿费、培训教材等费用，应计入投标报价。

4 其他要求

（1）投标人所提供的部件之间及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设备

内部部件，应包含在相应的配置中。

（2）第二部分、第六章“PPP 项目合同草案”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部分 其他需求

1.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编号：HDCG2021000001

1.2 项目名称：辛安前河水质净化厂工程 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采购

1.3 预算金额：74432.73 万元

1.4 最高限价：70041.91 万元

1.5 采购需求

（1）建设地点：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黄河东路 906 号。

（2）建设运营内容：本期污水厂单体主要包含粗格栅及提升泵房（一座）、曝气沉砂池

及细格栅（一座）、初沉池（一座）、生物池（一座）、二沉池（两座）、高效沉淀池及二次提升

泵房（一座）、V 型滤池及反冲洗水池（一座）、臭氧接触池（一座）、尾水泵房（一座）、调质

池（一座）、臭氧发生间（一座）、鼓风机及反冲洗风机房（一座）、脱水机房（一座），另外，

加药间、仪表间、变配电间及维修间及仓库各一座。

（3）建设规模：本项目占地面积 2.86 公顷，建设形式采用地上式，处理规模为 5 万 m

³/d，变化系数 1.3。

（4）投资规模：本项目红线内建设投资 18843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6668 万元，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 1132 万元，耕保有关税费 209.6 万元，预备费 833 万元。

（5）本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本项目采用 PPP 模式，按照 BOT 运作方式。由

中选社会资本方与与政府方出资代表-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市政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市场

化原则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投资估算总金额

为 18843 万元。本项目按照投资估算总金额的 20％，即 3768.6 万元作为项目资本金，其中

社会资本方出资 90%，即 3391.74 万元，政府方出资代表出资 10%,即 376.86 万元，（注：

出资代表企业自有资金）。对外融资 15074.4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80%。合作期满后，

项目公司将项目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他政府指定机构。

（6）以上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及投资规模等为初步测算，以最终批复为准。

1.6 合同履行期限：项目合作期 21.5 年，其中建设期 1.5 年，运营期 20 年。

1.7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2.项目经济技术指标

2.1 建设内容

本项目占地面积 2.86 公顷，建设形式采用地上式，处理规模为 5 万 m³/d，变化系数 1.3。

按照工艺设计，本期污水厂单体主要有粗格栅及提升泵房（一座）、曝气沉砂池及细格

栅（一座）、初沉池（一座）、生物池（一座）、二沉池（两座）、高效沉淀池及二次提升泵房

（一座）、V 型滤池及反冲洗水池（一座）、臭氧接触池（一座）、尾水泵房（一座）、调质池



（一座）、臭氧发生间（一座）、鼓风机及反冲洗风机房（一座）、脱水机房（一座），另外，

加药间、仪表间、变配电间及维修间及仓库各一座。主要构筑物见下表：

主要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处理工段 设施名称 备注

1.

污水处

理部分

预处理部分

进水井 新建

2. 粗格栅渠、提升泵房 新建

3. 细格栅渠、曝气沉砂池 新建

4. 初沉池 新建

5.
二级处理部分

生物池 新建

6. 二沉池 新建

7.

深度处理部分

高效沉淀池 新建

8. 臭氧接触池 新建

9. V 型滤池 新建

10. 尾水泵房 新建

11.

辅助设施

鼓风机房及反冲洗风机房 新建

12. 变电间 新建

13. 配电间（含中控室、值班室） 新建

14. 臭氧发生间 新建

15. 维修间及仓库 新建

16. 加药间 新建

17. 污泥处理部分 污泥脱水间 新建

18. 臭气处理工艺设施 生物除臭 新建

2.2 设计进、出水水质

尾水中总氮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中一级 A 标

准，其余指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限值。主要指标见下

表：

辛安前河水质净化厂工程设计进出水水质表

项目 BOD5 CODcr SS TN NH3-N TP 色度 PH

设计进水水质(mg/L) 200 500 260 72 60 8 -- 6-9

设计出水水质(mg/L) ≤10 ≤40 ≤10 ≤15 ≤2 ≤0.4 ≤30 6-9



处理效率（%） 95 92 96 79.2 96.7 95 --

若《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及其他有关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山东省的标准

发生变化时，则项目公司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应执行该等新标准。如前述标准有冲突，则应执

行较严格之标准。

2.3 处理工艺

预处理+AAOAO 生化池 +V 型滤池+臭氧接触池

2.4 处理流程

工艺流程图

2.5 工程尾水作为辛安后河、辛安前河、南辛安河景观补水；污泥采用机械脱水后进行

无害化处置；臭气采用生物除臭方式集中处理后通过排气塔排放。

2.6 产出标准

1、《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30）规划纲要；

2、《西海岸新区城市排水专项规划》（2016-2030）；

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5、《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排放标准》（CJ3025-1993）；

6、国家现行的其他标准、规程、规范。

2.7 公共服务产出

本项目建设将提升西海岸新区镰湾河污水系统范围内的污水处理能力，使之与服务片区

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相匹配，更好地实现提高污水回用率，实现污

水资源化的可持续利用的目标，解决城市水资源危机，进一步满足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

2.4 项目投资额与资金筹措

2.4.1 投资总额

根据《关于辛安前河水质净化厂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批复的函》

（青黄发改函〔2021〕144 号），本项目红线内建设投资 18843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6668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132 万元，耕保有关税费 209.6 万元，预备费 833 万元。

2.4.2 资金筹措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本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20%。本项目总投资为 18843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的

20%，即 3768.6 万元，由项目公司以货币形式实缴，其余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

其他方式融资。

3.其他要求

3.1 项目建设期项目班子配备要求

3.1.1 项目负责人 1名，项目负责人不得兼任项目班子其他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其它

班子成员投标时不作要求，由承发包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

3.1.2 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令第 30

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3.1.3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执行住建部《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

办法（试行）》和《山东省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担

任两个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

（2）合同约定的工程验收合格的；

（3）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 天（含），经建设单位同意的。

对已担任其他项目负责人或其他项目的项目班子成员，但按相关规定已办理变更手续的，

投标人应主动澄清，并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材料原件，招标活动结束后提

供的任何证明材料不予认可。

3.2 根据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本工程所用砂浆必须使用预拌砂浆，并按预拌砂浆

计入财政预算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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