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园林绿化常用苗木价格信息采集服务

比

选

文

件

比选人：成都花木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日 期：202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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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

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简化程序，从制度和技术上保

证比选的公平公正实行比选项目，比选申请人应仔细阅读比

选文件，按比选文件的规定和本比选文件的要求格式编写比

选申请文件。

一、比选项目概况表

项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比选文件咨询

名称：成都花木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永康路 403号附 4号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28-82611622

2 项目名称 成都市园林绿化常用苗木价格信息采集服务

3 建设地点 成都市

4 比选内容 成都市园林绿化常用苗木价格信息采集服务

5 质量要求 合格

6 比选申请文件份数 正本：1份；副本： 1 份。

7 比选文件递交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28-82611622

比选文件递交地点：成都花木交易所 4楼业务发展

1部

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2 年 6月 8日 10:00

8 开启比选文件
时间：2022年 6月 8日 10:00

地点：成都花木交易所 3楼会议室

9 评审方法及标准

比选人自行组建的评审小组按照审查资料齐全后，

对参选单位参选报价高低进行排名，取价格最低为

中选人以此确定中选单位。

二、资格要求

（一）独立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及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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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比选的提供其已“三证合一”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经营范围中至少具备园林绿化、花木生产、销售，

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农业技术咨询、市场调研或其他咨询服

务等有关类别；

（四）比选申请人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处罚期间。

第二章比选申请文件

一、比选申请文件的编制

（一）比选申请文件分为“报价函”、“相关证件”和

“服务方案”三部分。报价函采用明标法，当众开启报价函，

并当众宣布价格。

（二）比选申请文件编写格式及字体，按照标题为黑体

三号，正文为宋体四号的要求，其他自拟格式部分格式及字

体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拟定。全部用不褪色的墨水书写或打

印，不得有任何涂改。比选申请文件副本应由正本复制而成

（加盖鲜章），装订成册。正本和副本的封面上应清楚的标

记“正本”和“副本”的字样。

二、比选申请文件的签署

（一）比选申请人应在比选申请书封面加盖单位公章，

否则申请书无效。

（二）比选申请文件的正本与副本应一起包装，比选申

请文件的外包装应保证其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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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按照上述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不予受理。

三、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

比选申请文件应该在比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

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前提交，迟到的比选申请书比选人

将不予接收。

四、中选人的确定

（一）中选要求

1.比选申请人的报价不应超过比选人提供的控制价，否

则直接废除比选资格。

2. 为保证信息价的真实、有效，本项目划分为 2 个标段，

拟定中选人 2 名。

3.一标段、二标段均为中选人从比选人提供的报价企业

库中选取 5 家报价单位按月开展询价工作，涵盖苗木规格及

相应规格的苗木价（涵盖起挖、包装、装车等整体费用）。

4.中选人的确定方式为以总价最低者中选。

（二）中选原则

1.比选人根据报价由低到高依次排序，确定报价最低的

2 家比选申请人为中选人。报价最低者为一标段中选人；报

价次低者为二标段中选人。

2.若 2 家比选申请人报价相同，则现场抽签确定中选标

段。

（三）结算方式

1.本次项目经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中选人即组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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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报送苗木市场价格，完成 6 次成果提交，经比选人验收

确认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的 50％，在付款前，中

选人需向比选人开具合法有效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

2.中选人在完成本合同所有约定服务且经比选人验收

合格后，在付款前，中选人向比选人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

发票。

（四）注意事宜:

1.本项目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人

员劳务费、培训、差旅、税费、人身意外伤害费用、责任风

险费用、管理费、安全费用、设备租赁费的其他费用等。

2.本项目的报价单位以比选人提供的报价企业库为准。

中选人可根据采集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向比选人提出调

整建议，经比选人及委托单位协商确认后作出相应调整。

五、本项目实施费用控制价

本项目实施劳务用工控制价： 140000.00 元；其中一

标段控制价：70000.00 元，二标段控制价：70000.00 元。

六、本项目比选服务方案

本项目比选需有针对本项目特点提出全面明确的整体

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苗木市场价采集范围（成都市范围

内）、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保证措施、数据分析及处理方

法、项目进度计划等。

七、报价企业库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成都同立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1 成都景萃生态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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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都阡陌园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22 成都星宇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3 四川湿地花语苗木专业合作社 23 温江林源园艺场

4 双流区苏铁园艺场 24 崇州市三郎何氏园艺场

5 温江区杰诚园艺场 25 四川艺圃华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6 温江新欣荣园艺场 26 温江宜乐园艺场

7 四川肆美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27 郫都区美时园艺场

8 成都一戈苗木专业合作社 28 郫县西蜀园艺场

9 成都和信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9 郫县绿之美园艺场

10 成都巧匠农业有限公司 30 郫都区睿丰园艺场

11 成都竣森苗木专业合作社 31 温江阳春德泽园艺场

12 温江区森缘园艺场 32 崇州市绿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3 温江区鑫晨园艺场 33 成都市双流区先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4 温江区瀚源园艺场 34 成都双流青河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5 温江杰鑫瑞园艺场 35 温江智诚怡景苗木专业合作社

16 温江区花卉协会 36 崇州玉良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17 崇州市瑞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37 成都卉达园艺有限公司

18 温江区精诚园艺场 38 郫都区国丰园艺场

19 温江玉航园艺场 39 郫都区龙溪园艺场

20 温江家昊园艺场 40 郫都区宏豪园艺场

八、报送表说明

（一）2022 年度暂定采集 173 个苗木品种，其中乔木

67 种，灌木 39 种，藤本 7 种，草本 23 种，竹类 7 种，容器

苗 36 种；

（二）此价格信息涉及苗木品种、规格、技术指标、质

量说明等，随城市绿化建设发展需求变化而调整；

（三）此价格信息是指上车价，包含苗木在地价格、起

挖、包装及装车等费用，不涉及税收、运输、成活系数、施

工养护等费用；

（四）具体详细需求以履约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为准。



6

第三章比选申请文件格式

正本或副本

成都市园林绿化常用苗木价格信息采集服务

比

选

申

请

文

件

比选申请人：（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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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 价 函

致 成都花木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

根据贵方成都市园林绿化常用苗木价格信息采集服务比选相

关文件的要求，我方以总价 元作为项目实施总费用（含税）

参加比选。我方承诺将按相关合同规定，按要求承担项目的实施、拟

定工作。同时保证在规定的工期完成并移交全部成果，成果达到贵方

验收标准。

比选申请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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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证件

1. 营业执照复印件（盖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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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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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权委托书（格式如下:）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为我公司签署成都市园林绿化常用苗木价格信

息采集服务比选申请文件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我方承认代

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工程的比选申请文件的内容。

代理人无转让委托权，特此委托。

比选申请人（全称并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章）：

响应代表（签字）：

日 期：

注：代理人参与比选请用此模板



11

4．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盖鲜章）



12

三、服务方案（格式自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