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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张 权 责任校对 黎 明

溆怀高速公路各合同段的划分及施工企业资质要求一览表

1.

湖南省溆浦至怀化高速公路项目

(

简称

“溆怀高速公路”

)

已经由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湘发改交能

[2009]257

号文件批准修建，

并已列入湖南省基本建设计划内。 该项目所需

建设资金由国家投资、 湖南省自筹和国内银行

贷款三部分构成。 现决定对该项目土建工程进

行国内公开招标。

2.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简称

“招标人”）现邀请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相应资质和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具有类似高速公路施工

经验、在设备、人员和资金方面均能满足实施本工

程要求的独立施工企业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土建

工程施工的资格预审。

3.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怀化市境内，主线全长

91.708km

，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

度为

100km/h

，整体式路基宽

26m

；本次招标范围

为溆怀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 本次招标范围为

第

1-20

合同段， 其主要工程内容及合同段的划

分及施工企业资质要求详见右表：

4．

申请人的合格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营业执照、安全生

产许可证， 满足相应资质要求和相应工程能力的

独立施工企业或联合体， 联合体申请人的主办人

及成员都应具备与所申请合同段工程内容相要求

的资质。

2

）凡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

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或在最近三年有骗取中

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企业， 无资

格参加本项目资格预审。 凡隐瞒上述情况参与资

格预审的企业， 一经发现即取消其所有合同段的

资格预审或投标、中标资格。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

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关系的母子

(

分

)

公司，

或同一母公司的子

(

分

)

公司，不得各以独立申请

人的身份或以联合体成员的身份， 同时申请同一

合同段的资格预审， 否则将导致这些申请人在该

合同段的资格预审申请不通过。

5.

各申请人 （含独立申请人和联合体各成

员） 最多可对上述合同段中的

3

个合同段提出资

格预审申请， 且通过资格预审的合同段数不超过

2

个。

6.

招标人将在

2009

年

7

月

6

日至

2009

年

7

月

10

日之间于每日

9

：

00～12

：

00

，

14

：

00 ～17

：

00

（北京时间）发售资格预审文件

(

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休息

)

。 申请人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时，须持

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与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的原件及其复印件。 每个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申请人只能开具一次介绍

信、一次性购买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每套

收取工本费人民币

1000

元，售后不退。

资格预审文件购买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

环一段

684

号鑫都大酒店 （非此地址购买的资格

预审文件无效）

7.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必须经密封后，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

15:00

（北京时间）之前送至湖南省长

沙市东二环一段

684

号鑫都大酒店， 迟到的资格

预审申请文件将不予受理。 提交的申请文件份数

不得超过所购买的资格预审文件份数。

8

、各申请人在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前须缴

纳人民币

80

万元的资格预审诚信保证金，若申请

人同时对多个合同段提出申请， 应分别提交各合

同段的资格预审诚信保证金。

9．

本次资格预审采取强制性资格条件评审

法。

10．

招标人将对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所申

报的业绩、 项目经理资格及工作经历在湖南省

交通厅网站公示

5

天，接受社会举报和投诉，公

示期满无异议后将向通过的申请人发出投标邀

请书。

招标人：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招 标 人 地 址：长沙市远大一路

649

号

招标执行机构： 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招标执行机构地址： 湖南省开福区金色比华

利小区

10

栋

2

单元（世界之窗对面）

联系人：黄涛（先生）

电 话：

0731-84476219

传 真：

0731-84478719

2009

年

7

月

6

日

施工

标段

桩号范围

长度

（公里）

主要工程内容 资质要求

1 K91+900～K98+400 6.5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互通式立体交叉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

2 K98+400～K103+080 4.68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3 K103+080～K106+300 3.22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隧道工程

4 K106+300～K111+400 5.1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

5 K111+400～K115+200 3.8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6 K115+200～K118+440 3.24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7 K118+440～K121+200 2.76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互通式立体交叉

8 K121+200～K124+800 3.6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隧道工程

9 K124+800～K127+830 3.03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隧道工程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若为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级还需同时具有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

10 K127+830～K130+030 2.20

隧道工程

11 K130+030～K134+600 4.57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互通式立体交叉

12 K134+600～K138+420 3.82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13 K138+420～K142+900 4.4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

14 K142+900～K147+600 4.7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

15 K147+600～K153+520 6.36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

16 K153+520～K160+200 6.25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互通式立体交叉

17 K160+200～K166+000 5.8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互通式立体交叉

18 K166+000～K172+000 6.0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互通式立体交叉

19 K172+000～K178+500 6.50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20

K178 +500 ～K183 +

674.064

5.17

路基工程、路面底基层、桥梁工程、互通式立体交叉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

资 格 预 审 公 告

溆怀高速公路各合同段的划分及施工企业资质要求一览表

1.

湖南省新化至溆浦高速公路项目

(

简称“新

溆高速公路”

)

已经由湖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

湘发改交能

[2009]258

号文件批准修建，并已列入

湖南省基本建设计划内。 该项目所需建设资金由

交通部补助、 湖南省自筹和国内银行贷款三部分

构成。 现决定对该项目土建工程进行国内公开招

标。

2.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简称

“招标人”

)

现邀请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相应资质和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具有类似高速公路施工

经验、在设备、人员和资金方面均能满足实施本工

程要求的独立施工企业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土建

工程施工的资格预审。

3.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及怀化市境内，

主线全长

92.738km

，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设计速度为

100km/h

，整体式路基宽

26m

（其

中，太平铺互通至桥江互通设计速度为

80 km/h

，

整体式路基宽度为

24.5m

）；同步建设紫鹊界连接

线（

36.476km

）、桥江连接线（

10.703km

），采用三级

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

40km /h,

路基宽度为

8.5m

。 本次招标范围为新溆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

工，全线土建工程施工共分为

21

个合同段，本次

招标范围为第

1～21

合同段，其主要工程内容及合

同段的划分及施工企业资质要求详见右表：

4．

申请人的合格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营业执照、安全生

产许可证， 满足相应资质要求和相应工程能力的

独立施工企业或联合体， 联合体申请人的主办人

及成员都应具备与所申请合同段工程内容相要求

的资质。

2

）凡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

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或在最近三年有骗取中

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企业， 无资

格参加本项目资格预审。 凡隐瞒上述情况参与资

格预审的企业， 一经发现即取消其所有合同段的

资格预审或投标、中标资格。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

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关系的母子

(

分

)

公司，

或同一母公司的子

(

分

)

公司，不得各以独立申请人

的身份或以联合体成员的身份， 同时申请同一合

同段的资格预审， 否则将导致这些申请人在该合

同段的资格预审申请不通过。

5.

各申请人 （含独立申请人和联合体各成

员） 最多可对上述合同段中的

3

个合同段提出

资格预审申请， 且通过资格预审的合同段数不

超过

2

个。

6.

招标人将在

2009

年

7

月

6

日至

2009

年

7

月

10

日之间于每日

9

：

00～12

：

00

，

14

：

00 ～17

：

00

（北京时间）发售资格预审文件

(

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休息

)

。 申请人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时，须持

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与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的原件及其复印件。 每个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申请人只能开具一次介绍

信、一次性购买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每套

收取工本费人民币

1000

元，售后不退。

资格预审文件购买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

环一段

684

号鑫都大酒店 （非此地址购买的资格

预审文件无效）

7.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必须经密封后，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

15:00

（北京时间）之前送至湖南省长

沙市东二环一段

684

号鑫都大酒店， 迟到的资格

预审申请文件将不予受理。 提交的申请文件份数

不得超过所购买的资格预审文件份数。

8.

各申请人在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前须

缴纳人民币

80

万元的资格预审诚信保证金，若申

请人同时对多个合同段提出申请， 应分别提交各

合同段的资格预审诚信保证金。

9．

本次资格预审采取强制性资格条件评审法。

10．

招标人将对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所申

报的业绩、 项目经理资格及工作经历在湖南省交

通厅网站公示

5

天，接受社会举报和投诉，公示期

满无异议后将向通过的申请人发出投标邀请书。

招标人：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招标人地址：长沙市远大一路

649

号

招标执行机构： 湖南省新溆高速公路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招标执行机构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三一大道

500

号金色比华利小区

16

栋

1502

室

联 系 人：万先生（

15874281240

） 胡先生

电话：

0731-84196177

传真：

0731-84196176

2009

年

7

月

6

日

新溆高速公路各合同段的划分及施工企业资质要求一览表

资 格 预 审 公 告

合同号 桩号 长度（公里） 主要工程内容 资质要求

1 A5K0+000～A5K9+060 9.06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互通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

2 A5K9+060～K16+360 8.085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互通

3 K16+360～K24+550 8.19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

4 K24+550～K32+500 7.95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互通

5 K32+500～K36+900 4.40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6 K36+900～K40+200 3.30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互通

7 K40+200～K43+577 3.377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8 ZK43+010.196～K49+500 6.49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9 K49+500～ZK53+240 3.74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 若为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一级还需同时具

有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10 ZK53+240～ZK56+280 3.04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11 ZK56+280～K60+000 3.72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

12 K60+000～K62+850 2.85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

13 K62+850～ZK67+200 4.35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互通

14 ZK67+200～ZK70+300 3.10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15 ZK70+300～K76+200 5.386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16 K76+200～ZK81+900 5.70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隧道

17

ZK81+900～K86+100

桥江连

接线

10.703km

4.200

路基、 路面底基层、 连接线路面、桥

梁、互通

18 K86+100～K91+900 5.800

路基、路面底基层、桥梁

19 LAK0+000～LAK11+705 11.705

路基、路面工程、桥梁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及以上

20 LAK11+705～LAK19+020 7.315

路基、路面工程、桥梁、隧道

21 LAK19+020～LAK36+476 17.456

路基、路面工程、桥梁

走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一幅巨型绘画

《井冈路》大气磅礴。不管从哪个方向看，画中

的井冈路始终处在你的脚下、始终上行。解说

员向游人介绍说：“画的寓意是，中国革命胜利

的起点就在井冈山，这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在进行军事围剿的

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毛泽东曾这样写

道：“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

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 红军生活十分艰

苦，红米饭、南瓜汤，有时靠野菜充饥，冬天只

穿两件单衣，晚上盖的是干稻草。由于食盐几

乎断绝， 军民们把老墙土刮下来泡在水里，然

后熬成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涩。

战斗频繁， 生活艰苦， 白色势力重重包

围， 敌我兵力过分悬殊， 再加上错误思潮的

干扰 ， 有人对革命前途产生了动摇 ， 疑问

“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走进毛泽东曾工作和居住的茅坪八角楼，

我们仿佛看到了毛泽东当年奋笔疾书的身影。

在八角楼的灯光下，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文章。 党史专家、中国井冈山干部

学院教授余伯流指着展放在八角楼的著作复

制品说：这些著作深刻地回答了红旗能打多久

的问题，它坚定了边界军民对敌斗争的必胜信

心，引导井冈山斗争向着胜利前进。

２００８

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袭来，中国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全国上下积极应对危机的

关键时刻，

２００９

年春节， 胡锦涛同志来到井冈

山，发出了“弘扬井冈山精神，保增长、保民生、

保稳定”的号令。 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

冈山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

需要井冈山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

始终忠于理想、坚定信念，勇于应对挑战、战胜

困难，矢志励精图治、艰苦创业。

井冈山干部学院学员、 福建省旅游局局

长郭恒明说，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征途上， 我们面临各种困

难和挑战， 这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那么一种越

是困难越向前的气概。

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陈小

林说， “关心群众、 依靠群众是井冈山斗争

取得胜利的法宝。” 在井冈山， 红军经常帮助

群众割稻子。 红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一些食盐，

都要分一部分给群众。 看到当地占人口

５％

以

下的地主占有

６０％

以上的土地， 毛泽东在湘赣

边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土地革命， 使贫苦农

民分得土地， 井冈山的农民喊出了 “共产党

万岁”， 踊跃跟着共产党打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 井冈山市委书记王晓

峰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我

们必须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据新华社南昌

７

月

５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近日在山西考察时指出， 巩固和发展当前

经济企稳回升的好形势， 必须统一认识， 坚

定信心， 狠抓落实，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 推进结构调整， 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保障

和改善民生，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４

日至

５

日， 温家宝先后来到太原 、 大

同， 他进工厂、 下矿井， 就经济社会发展和

群众生活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４

日上午， 温家宝来到太原钢铁有限公

司， 先后考察了

４３５０

立方米高炉和不锈钢冷

轧生产线。 这座高炉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炼铁

高炉之一。 当听到这座高炉的能耗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余热废渣也被充分利用起来，

５

月份太钢开始扭亏为盈时 ， 温家宝十分高

兴。 在不锈钢冷轧生产车间， 他详细询问了

不锈钢新产品开发和销售情况。

钢铁业结构调整， 是温家宝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在太钢考察时， 他说， 要把钢铁业

的发展与信息化结合起来， 与新材料发展结

合起来， 与循环经济结合起来， 使钢铁业经

过国际金融危机的锤炼真正强大起来。

他指出， 应对金融危机， 必须推进结构

调整。 要把扩大内需， 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

一个长期的、 根本的方针。 经济发展与结构

调整是相互促进、 并行不悖的。 只有经济增

长了， 结构调整才有动力和支撑； 只有调整

结构， 经济才能稳定、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加强科技支撑， 培育新兴产业， 是

温家宝总理这次调研的重点。

温家宝来到山西煤机装备有限公司。 这

是一家与煤炭科学研究院相结合的科技型企

业。 公司新研制出搬运采矿设备的支架搬运

机， 替代进口， 价格便宜， 市场畅销。 温家

宝看后勉励工人们， 要始终围绕 “安全、 可

靠、 质量、 效益” 八个字， 将高新技术融入

生产中去。

在考察中， 温家宝多次强调， 谁在科技

上占领制高点、 谁掌握了关键技术、 谁具有

自主的知识产权、 谁的高端产品多， 谁就能

在竞争中长期占有优势。 当前， 尤其要重视

依靠科技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制药、

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

５

日上午， 温家宝来到大同， 专程看望

大同煤矿工人。 这是总理多年的一个心愿。

离大同市区

１０

多公里， 一座新的卫星城

正在兴建。 这就是大同采煤沉陷区和棚户区

改造治理工程。 在党中央 、 国务院的关心

下， 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起， 这项改善矿工居住条

件的工程启动， 规划建设规模达到

８１５

万平

方米。

总理的到来， 让小区沸腾起来， 大家纷

纷走出家门夹道欢迎。 温家宝深情地对大家

说， 煤矿工人为中国煤炭产业、 中国工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和政府不会忘记， 人

民不会忘记， 历史不会忘记。 你们应该过上

幸福的生活。 我们还会逐步改善工人的生

活， 完善社会保障， 使大家的生活一天比一

天好， 一年比一年有盼头。

大同煤矿集团塔山矿井年产量

１５００

万

吨，现有职工

８００

人，人均效率已经跨入国内

一流水平。 这个矿井还是全球最大的单井口

矿井，在地下开挖的单井口矿井中产量最高。

“我要到井下看看矿工们心里才踏实。”

温家宝来到塔山矿井时对大家说。 他换上工

作服， 穿上雨靴， 戴上矿灯， 乘坐井下专用

车， 通过

７

公里长的巷道， 来到

４６０

多米深的

矿井采掘区。 温家宝走到矿工们中间， 紧紧

握着他们的手一一问好， 矿工们顿时兴奋起

来。

临近中午

１２

时，从早上

７

时就下到矿井里

工作的工人们要吃中饭了。在巷道里，温家宝

坐在枕木上与工人们一起用餐。他一边吃饭，

一边询问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他对大家

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一定要把煤炭生

产搞好。 必须正确处理保增长与安全生产的

关系，任何时候安全生产都是第一位的，在安

全生产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时，要下

决心引进新技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让煤炭

生产质量和效益走在世界的前列。

（据新华社太原

７

月

５

日电）

巩固和发展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

━━

温家宝总理在山西考察纪实

新华社记者 赵承

———井冈山启示录

道路·信念·核心

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新华社记者 刘菁 周伟 张辛欣

图为

7

月

5

日， 温家宝在同煤集团塔山矿井慰问煤矿工人并在井下与矿工们共进午餐。 新华社发

赵 世 炎 ，

１９０１

年出生在

四川省 （今重

庆市） 酉阳县

龙潭镇。

１９１５

年考入北京高

等师范学校附

中， 期间正值

新文化运动风

起云涌， 受陈

独 秀 主 办 的

《新青年 》 的

影响， 投入新

文化运动中 ，

并结识了李大

钊等人。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赵世炎赴

法国勤工俭学。

１９２１

年春 ， 与张申府 、 周

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４

年 ， 应李大钊要求 ， 赵世炎回国

工作。 他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

长、 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

运动委员会主任， 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

省的斗争。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上海发生帝国

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

后， 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等人

领导和组织下， 立即行动起来， 举行游行、

罢工、 罢课， 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随后，

李大钊派赵世炎等人到天津、 唐山等地去

加强领导， 先后组织和发动天津日商纱厂

工人大罢工、 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 、 天津

海员大罢工和赵各庄矿工人大罢工 ， 使北

方地区的声援活动和群众斗争连成一片 ，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 在内蒙古地区农工兵大

同盟代表大会上， 赵世炎当选为大同盟中

央委员会副书记。 为了推动蒙古地区的革

命工作和培养蒙古族干部 ， 他和李大钊

（任书记）、 邓中夏等经常到蒙藏专门学校

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赵世炎出席在广州召开的

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 会后， 为加强

江浙地区的工作， 党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

中共江浙区委 （包括江苏、 浙江、 安徽三

省和上海市） 组织部部长、 上海总工会党

团书记， 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 赵世

炎化名 “施英”， 到上海后就深入到工人群

众中， 了解情况， 组织工人罢工斗争 ， 准

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 他号召社会各界

群众发扬五卅精神， 联合起来， 组成革命

的统一战线， 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屠杀和进

攻 。 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和组织下 ， 从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到

９

月， 上海各界工人的罢工斗

争此起彼伏， 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

工人运动新阶段。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蒋介石背叛革命， 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 上海处在腥风血雨中。

由于叛徒出卖，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２

日 ， 赵世

炎不幸被捕。 他受尽严刑拷打， 始终坚贞

不屈 。 他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成讲坛 ，

大义凛然地宣传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

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 他慷慨激昂 地 说 ：

“志士不辞牺牲， 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

北， 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 共产党必将取

得胜利 。”

７

月

１９

日 ， 敌人对他下了毒手 。

面对死亡威胁 ， 他从容不迫 ， 镇定自若 ，

高呼着： “工农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

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口号， 在上

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据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５

日电）

人民英模人民英模

赵世炎

图为赵世炎烈士遗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