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物资料中心清河办公楼楼顶防水改造工程竞争性谈

判文件

项目概况

(实物资料中心清河办公楼楼顶防水改造工程) 采购项目的潜

在供应商应在（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45 号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

料中心）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 16 点 30 分（北京

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实物资料中心清河办公楼楼顶防水改造工程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预算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170000 元

施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双泉堡 125 号

采购需求：

工作范围

清河办公楼楼顶防水改造：(详见附件实物资料中心清

河办公楼楼顶防水改造工程改造要求、工程量清单)

合同履行期限：签订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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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

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

歧视待遇。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参加单位提交响应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1)参加

单位的概况。2)工程承诺。3)工程施工方案（含施工措施）。

4)施工报价。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6)工作业绩。7)

材料整理齐全后，加盖公章后密封提交。

2.竞争性谈判结果的确定以工程报价和工作业绩和施

工方案为基础，综合考虑各项标准后，按照综合报价确定施

工单位的中标顺序。

三、获取竞争性谈判通知文件

时间： 2021 年 8 月 5 日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每

天上午 9 点至 11 点，下午 2 点至 4 点（北京时间，法定节



假日除外 ）

地点：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45 号自然资源实物地

质资料中心科研楼 2 楼 209 房间

方式：现场领取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1 年 8 月 18 日 16 点 30 分（北京

时间）（从竞争性谈判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响

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 10 日）

地点：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45 号自然资源实物地

质资料中心科研楼 2 楼 209 房间

五、其他补充事宜

（一）发生以下条款情况之一者，自动取消竞争性谈判

资格：

1.非法人或法人授权代表（需身份证明）。

2.无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询价的企业递交的材料不能满足实物资料中心清河

办公楼楼顶防水改造技术条款要求。

4.围标、串标参加竞争性磋商的企业

（二）竞争性谈判小组人员组成

竞争性谈判小组由中心 5 人组成。物业 2 人，财务资产

处 1 人、监察审计处 1 人、清河办公区工作人员 1 人。



六、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 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地 址： 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45 号自然资源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联系方式： 010-61590087

2.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宋彦辉

电 话： 13832613249，座机：010-61590087



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清河办公楼楼
顶防水维修工程施工方案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清河办公楼楼顶

防水维修工程

1.工程内容：局部拆除旧防水卷材、水泥砂浆修复破损

地面、新做屋面防水

2.材料选择：3mm+3mm SBS 改性沥青防水材料

3.作业条件：基层必须牢固,没有松动、起鼓、凹坑、起

砂、掉灰等缺陷。基层表面应平整光滑,均匀一致。其平整

度可用 2m 长直尺检查,基层与直尺间的最大空隙不应超过

5mm,空隙仅允许平缓变化。基层阴阳角处应做成半径 50mm

圆弧，天气刮风、下雨和预报要下雨或雨后基层尚未干燥时

不得施工，基层必须干燥，一般以含水率不大于 9%为宜。

4.人员准备：由防水专业人员组成一支强大的施工队伍，

并做到持证上岗。根据工程进度和要求，做到随叫随到，绝

不延误一分钟。

二、工艺流程

经现场勘察，屋面防水卷材严重损坏，风化，腐蚀，已

不具备防水作用，为保证质量施工先将原旧防水卷材脱落起

包处局部铲除进行水泥砂浆修复地面，待地面干松在进行新



卷材施工，工艺如下：

拆除起包及脱落破旧卷材、水泥砂浆修复、渣土外运→

基层清理→部分找平处理→涂刷基层处理剂→铺贴附加层

→弹线定位→防水卷材铺贴

基层清理：将基层清理干净，基层上不得有其它杂物，

基层要平整、密实。基层要求平整，无起砂。部分做水泥砂

浆找平处理。

1.涂刷基层处理剂：基层干燥后，涂刷基层处理剂。用

长把排刷把冷底子油涂刷在干净干燥的基层表面上，复杂部

位用油漆刷刷涂，不得透底、泛白，涂刷均匀。干燥 4h 以

上至不粘脚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2.附加层施工：对所有角度小于 135°的阴阳角部位、

施工缝做附加层处理，附加层宽度不小于 500mm。对凸出基

层部位部分做不小于 300mm 宽附加层并满铺基础。

3.卷材铺贴

大面积铺贴时，卷材的端头对准基准线，顺基准线向一

个方向滚铺，采用热熔施工。热熔施工时，持喷灯人应站在

卷材滚铺的前方向的喷灯对准卷材和基面的交接处，同时加

热卷材与基层，喷灯头距离卷材应保持在 50~100mm 距离，

与基层成 60°角。每铺完一列时，铺设下一列与上一列前后

错开 500mm，以此类推

4.在热熔粘结搭接缝前，先将卷材表面的隔离层用喷灯



融合一体操作。由持喷灯的工人边烤边铺，烤卷材时要求速

度要均匀，保证搭接处流出 10mm 的沥青油。注意禁止用抹

子或刮板压平！

卷材的搭接：长向搭接宽度不小于 100mm，短向搭接宽

度不得小于 150mm。搭接缝的边缘以溢出热熔改性沥青为宜，

然后用喷灯均匀热熔卷材。

现场照片如下：







防水工程清单
工程名称：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清河办公楼楼顶防水维修工程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 量

一、（3mm+3mm）SBS双层防水

一、材料费（双层）

1、SBS PY Ⅱ PE3+3卷材 ㎡ 1

2、一层卷材搭接、损耗 ㎡ 0.22

4、沥青基基层处理剂 ㎏ 0.48

5、汽油 ㎏ 0.69

二、综合人工费 ㎡ 1

三、措施费 ㎡ 1

直接费小计 一+二+三

五、税金 (直接费)×0%

六、单平米造价

七、合计平米数 1200

八、材料费（单层）

1、SBS PY Ⅱ PE3卷材 ㎡ 1

2、一层卷材搭接、损耗 ㎡ 0.22

4、沥青基基层处理剂 ㎏ 0.48

5、汽油 ㎏ 0.69

九、综合人工费 ㎡ 1

十、措施费 ㎡ 1

直接费小计

十一、税金 (直接费)×0%

十二、单平米造价

十二、合计平米数 425

二、辅助项

1、机械运输材料 项 1

2、局部铲除卷材 ㎡ 400

3、局部砂浆修复地面找平㎡ 500

十三、合计价格

共计费用：

1.材料品牌及执行标准:GB18242-2008.

2.防水做法:聚酯胎PE膜面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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