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条款，供应商应全部满

足，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政府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逐渐增多，为切实掌握工程的

施工情况和质量状况，丰富监督机构质量监督手段，提高工程建设主体单位质量

意识，实现全面提升政府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工程质量水平的目

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第五

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中对工程主体结构安全

和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查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工程建设现实状况，

计划开展工程质量监督现场检测工作。

二、服务范围

政府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政府投资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其它重大工程

项目的检测。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项目区域：成都市温江区

2、项目内容：检测方案编制，按国家相关规范和标准要求实施施工现场建

筑材料及制品取样和实体检测，相应数据收集及分析，编制并出具检测报告等全

部工作内容。

3、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不限于）

3.1、常规材料检测类：钢筋原材、钢筋焊接/连接、防水材料检测、混凝土

试块强度、混凝土抗渗、预制构件检测等。

3.2、现场实体检测类：现场实体钢筋扫描、混凝土强度检测、钢结构焊缝

探伤、钢结构涂膜厚度检测、桩身完整性检测等。

3.3、建筑节能保温类：门窗检测、保温材料、保温性能检测等。

3.4、市政工程类：压实度、弯沉等。

附件 1：检测参数清单

序号 项目

一 原材料类

1 混凝土、建筑（砌筑）砂浆



2 建筑金属材料（钢筋）

3 砌墙砖、建筑砌块

4 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5 建筑保温材料检测

6 建筑外门窗

7 水电材料

8 民用建筑用电线、电缆；

9 断路器、开关、插座

10 沥青、沥青混合料

11 钢结构用高强度螺栓

12 钢管脚手架及扣件

13 水质分析

二 现场检测类

14 接地电阻

15 混凝土结构实体检测

16 钢筋保护层厚度及间距扫描

17 抗拔力检测

18 饰面砖（粘接强度）检测

19 钢结构焊缝无损检测（超声波、磁粉、射线检测）

20 钢结构涂膜厚度检测

21 建筑节能工程现场实体检测

22 建筑物的沉降及位移

23 房屋结构构件的挠度

三 市政检测类

24 平整度

25 渗水系数

26 弯沉、厚度

27 沥青及沥青混凝土

28 密实度

29 摩擦系数

30 桩身完整性（低应变、超声波）、地基载荷试验

四 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31 空气中 TVOC、苯、氡、甲醛、氨



32 土壤中氡浓度

五 建筑节能保温类

33 门窗检测、保温材料、保温性能检测等

四、服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 号）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

[2000]211 号)

《关于加强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建办质[2002]17 号)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工作的通

知》

《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川建办发〔2015〕515 号）

建筑节能检测、防水材料检测、墙体材料检测、门窗检测和智能建筑检测等

仍按照国家及地方等有关规定执行。

注：以上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按新标准执行。

五、其他要求

1、每次检测工作检测机构应到委托单位和质监站指派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场

开展检测工作。

2、实行考核机制。采购人对每次检测工作进行考核，每年完成当年计划后，

委托单位将对参与检测的机构进行考核。

★3、本项目基本人员配置要求：供应商配备 4名具有工程类相关专业中级

或以上职称人员。（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4、供应商应当根据本项目的内容及要求编制项目需求分析方案包含工作内

容的认识和分析、项目实施的目标及意义、重难点分析和对策。编制建筑类检测

方案包含检测仪器设备配置、检测依据、检测流程、检测资料的管理、检测的内

容。编制市政类检测方案包含检测仪器设备配置、检测依据、检测流程、检测资



料的管理、检测的内容。编制质量保障方案包含质量管理制度、质量组织体系、

质量保障措施、安全保障措施。编制后续服务方案包含后续服务承诺、后续服务

计划、应急响应。

★六、商务要求

1、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2、服务地点：成都市温江区

3、付款方式：按考核结果支付季度支付，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发票 15 日内。

4、报价要求：

4.1、所有报价一律以人民币报价。采购人不接受任何非人民币币种的报价。

4.2、供应商的报价是其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

人工费、保险费、税金、管理费用、采购代理服务费等一切费用。

4.3、参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收费标准(建筑材料检测部分)〉的通知》（川价费〔2004〕28 号)、《四川

省建筑保温节能工程材料、构件及设备检测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川发改价格

〔2012〕369 号）、《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核定我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收费标准（试

行）的函》（川价函〔2003〕92 号）和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水运质量监督站

《关于修订<四川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收费标准>的请示》（川交质监〔2008〕153

号）（选取标准以排序前者优先）中各项收费标准为计算基价。最终结算价以实

际数量为准。

4.4、供应商按费率报价，价格结算=计算基价（收费标准单项检测单价）*

成交费率。最终结算总价按照审查通过的检测方案以现场实际检测种类、频率、

数量结算。

5、项目验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响应文件承诺进行验收。

6、履约验收办法：成交人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

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7、考核标准

成都市温江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现场监督检测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现场监督检测机构管理，规范现场监督检测工

作流程，明确工作职责，进一步依托现场监督检测加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依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结合我站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现场监督检测机构是指我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确定的，受我站

管理并接受我站委托对建筑原材料及构配件质量、基础及主体工程结构质量、住

宅工程分户验收，检测机构对比试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等进行的抽查检测的检

测机构。

第三条 现场监督检测机构管理包括人员和设备配备管理、现场规范化操作

管理、检测结论提交管理、廉洁管理四个方面：

（一）人员和设备配备管理：现场监督检测负责人应具备相应检测工作经验

和专业资格，现场监督检测技术员数量和专业应能满足检测项目需要，检测机构

应加强对现场监督负责人和技术员的培训。现场监督检测仪器设备应操作简便且

数量、精度等能满足检测项目需要，检测仪器设备应具备有效的合格证有效的检

定（标定）证书。

（二）现场规范化操作管理：现场监督检测机构应提出现场检测方案，按照

我站出具的《现场监督检测项目委托单》（附件一）和工程强制性标准，经审查

的施工图纸等资料开展检测工作，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抽（取）样方法和数量

和判定标准应符合相关规定，检测过程录音录像资料应留档备查，检测数据应能

溯源，检测报告实时上传。

（三）检测结论提交管理：现场监督检测报告一式两份，检测报告应盖章和

签字齐全且检测时间、工程名称、仪器设备、检测部位（部件）、检测依据、检

测数据和检测结论准确无误。检测报告应在 2个工作日内提交我站，其中不合格

的检测报告应在 24 小时内提交。

（四）廉洁管理：现场监督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履职，不得收受

工程责任主体或其他厉害关系人的红包礼金和吃喝宴请，不得向工程责任主体推



荐（推销）建筑材料或施工队伍，不得参与或从事可能影响现场监督检测工作结

果公正性的其他活动。

第四条 我站每季度对现场监督检测机构进行评价，具体评价内容详见《质

量监督现场检测机构评价表》（附件二），若评价得分在 60 以上（含）、70 分

以下（不含）给予警告，评价得分在 60 分以下（不含）则取消现场监督检测资

格。若发现现场监督检测机构伪造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有其他违反廉洁管

理的情况，则直接取消现场监督检测资格。

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现场监督检测项目委托单

2.质量现场监督检测机构评价表

附件一

年现场监督检测项目委托单

质监编号以及工程名称 取样时间

委托单位 成都市温江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年 月 日 午

检测机构

序号 样品及取样部位 抽（取）样情况及试件完整性描述 备注/检验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委托人 联系电话



检测机构受理人（取样人）

建设单位以及现场负责人

施工单位以及现场负责人

监理单位以及现场负责人

附件二

质量现场监督检测机构评价表

检测机构： 评价时间：

序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与评分标准

标准

分数

实得

分数

1
检测机构人

员配备情况

1.检测技术、质量、授权签字人或检测项目负责人不具备相应资格，扣

5 分；

2.现场监督检测每一项目人员少于 2 人，扣 3 分；

3.检测人员未经专业技能培训上岗，扣 3 分；

4.检测人员不是检测机构正式人员或合同制人员，不能保证该人员能胜

任检测工作且受到有效监督，扣 4 分。

15

2

检测机构检

测仪器设备

情况

5.检测仪器设备不能满足检测需求，扣 10 分；

6.检测仪器设备未经检定、校准或超过检定、校准有效期，扣 5 分；

7.检测前后未对仪器设备功能和校准状态进行检查，扣 5分。

20

3
抽样及样品

处置情况

8.样品的抽取、制备不符合标准、规范及相关要求，扣 5-10 分；

9.无抽样记录或抽样记录不齐，扣 3-5 分；

10.样品无标识，标识系统混乱，易造成样品或记录混淆，扣 3-5 分。

20

4
检测规范化

操作情况

11.检测抽样数量不满足标准、规范要求，扣 5-10 分；

12.检测项目参数不全，不能满足相关工程建设标准或合同约定要求，扣

3-5 分；

13.检测方法不符合标准、规范及相关要求，扣 3-5 分。

15

5
检测报告情

况

14.选用标准、规范有错误，扣 3-5 分；

15.检测中出现失误，未重新进行检测，扣 3-5 分；

16.检测报告信息不完整、签字不全、盖章不符合要求，扣 3-5 分；

17.检测数据有误，结论判定不准确，扣 3-5 分；

18.未建立不合格台账，不合格的检测报告未在 24 小时内通知工程质量

监督机构，扣 3-5 分。

20

6
服务

情况

19.是否按计划完成检测内容，扣 3-5 分；

20.是否严格执行现场监督检测机构管理办法，扣 3-5 分； 10



序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与评分标准

标准

分数

实得

分数

合计分数 100

否定项
1.与项目责任主体有串通行为，出具虚假报告；

2.检测过程中存在收受项目责任主体红包礼金等廉政问题。

评价意见

评价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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