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监理标准文本

优化调整内容汇编

二〇二一年七月



资审文件（监理）

- 1 -

监理—资格预审文件（电子化版）

第二章 申请人须知—通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1

3.2 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的编制要

求

3.2.5 近年财务状况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

财务会计报表，申请人成立时间少于本章申请人须知约定年份要

求的，附其成立以来的财务状况即可。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

量表、利润表的扫描件。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应

当分别填写。近年财务状况其他编制要求见申请人须知专用部

分。

3.2.5 近年财务状况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

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等的扫描

件。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应当分别填写。近年财

务状况其他编制要求见申请人须知专用部分。

2

3.3 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的制作

3.3.5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前，申请人应当使用单位 CA

电子印章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加密。

3.3.5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前，申请人应当使用电子化平

台认可的 CA 锁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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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资格预审文件（电子化版）

第二章 申请人须知—通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3 11.解释权

本资格预审文件由招标人负责解释。 构成本资格预审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应当互为解释，互为说

明；除资格预审文件中有特别规定外，按资格预审公告、申请人

须知、资格审查办法、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的先后顺序解释；

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以编排顺序

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的，以形成时

间在后者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招标人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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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资格预审文件（电子化版）

第一章 资格预审公告—专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4 落款日期 公告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时 日期： 年 月 日

第二章 申请人须知—专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5
1.5.2 其他信誉

要求

（1）诉讼及仲裁情况

1）诉讼及仲裁情况是指与履行工程监理合同相关的法律败

诉。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或未终审判决的诉讼。在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涉及申请人有关的、处于

诉讼或仲裁程序中仍未终审判决或最终裁决的诉讼不纳入本次

评审。

（1）诉讼及仲裁情况

1）诉讼及仲裁情况是指与履行工程监理合同有关及本款项

要求的法律败诉。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或未终审判决的诉

讼不纳入本次评审。

第四章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格式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6 六、近年财务状况

近年财务状况指近年经过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机构的审

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各类报表中反映的财务状况数据应当一致，

如果有不一致之处，以不利于申请人的数据为准。

备注：

1.在此附第二章“申请人须知”第3.4.5款规定的材料。

2.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应当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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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招标文件（电子化版）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通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1

1.5 投标人信誉

要求

1.5.3 诉讼和仲裁情况仅限于申请人败诉的，且与履行监理

与相关服务合同有关的案件，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

或未终审判决的诉讼。是否对诉讼和仲裁情况进行评审见投标人

须知专用部分。

1.5.3诉讼与仲裁情况是指与履行工程监理合同有关及本款

项专用部分要求的法律败诉，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

或未终审判决的诉讼。是否对诉讼与仲裁情况进行评审、如选择

对诉讼与仲裁情况进行评审的具体年份要求及其他要求见投标

人须知专用部分。

2

3.4.5 资格审查

资料（适用于未进

行资格预审的）

（3）近年财务状况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

财务会计报表，潜在投标人成立时间少于本章投标人须知约定年

份要求的，附其成立以来的财务状况即可。包括资产负债表、现

金流量表、利润表的扫描件。近年财务状况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

知专用部分。

（3）近年财务状况应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

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等的扫描

件。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应当分别填写。近年财

务状况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专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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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招标文件（电子化版）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通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3

4.1 投标文件的

密封和标识（适用

于网络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前，应当使用该工程相应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的个人CA电子印章进行加密。

投标文件递交前，应当使用电子化平台认可的CA锁进行加

密。

4
5.3 开标程序（适

用于网络递交）

主持人按下列程序进行开标：

……

（6）投标人代表在开标会开始后，使用本人CA电子印章对

本单位的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

主持人按下列程序进行开标：

……

（6）投标人代表在开标会上对本单位的投标文件开始解密6

0分钟内，使用加密时的CA锁进行解密；但在60分钟内不能完成

对其投标文件解密的，应按照本章第4.2.3款“因投标人原因，电

子化平台无法正常打开的”规定，由招标人对其投标文件不予受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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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招标文件（电子化版）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通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5
5.3 开标程序（适

用于现场递交）

主持人按下列程序进行开标：

……

（8）……

现场开标时，光盘正本正确导入时，以光盘正本为准；当光

盘正本无法导入时，以光盘副本为准；当光盘副本也无法导入时，

以U盘为准。开标结束后，正确导入数据的光盘或U盘由招标人

在招标投标交易场所封存，其他由投标人收回；

……

主持人按下列程序进行开标：

……

（8）……

现场开标时，光盘正本正确导入时，以光盘正本为准；当光

盘正本无法导入时，以光盘副本为准；当光盘副本也无法导入时，

以U盘为准；当U盘也无法导入时，应按照本章第4.2.4款“因投标

人原因，电子化平台无法正常打开的”规定，由招标人对其投标

文件不予受理。开标结束后，正确导入数据的光盘或U盘，由招

标人在招标投标交易场所封存，其他由投标人收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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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招标文件（电子化版）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通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6 11.解释权

11.招标文件的解释权

构成本招标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应当互为解释，互为说明。

如果有不明确或不一致，构成合同文件组成内容的，以合同文件

约定内容为准，且以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合同文件优先顺序

解释。

除招标文件中有特别规定外，仅适用于招标投标阶段的规

定，按招标公告、投标人须知、评标办法、投标文件格式的先后

顺序解释。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

以编排顺序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

的，以形成时间在后者为准。按本款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

由招标人负责解释。

11.解释权

构成本招标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应当互为解释，互为说明；

如果有不明确或不一致，构成合同文件组成内容的，以合同文件

约定内容为准，且以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合同文件优先顺序

解释；不构成合同文件组成内容的，除招标文件中有特别规定外，

按招标公告（未进行资格预审）或投标邀请书（适用于邀请招标）

或投标邀请书（代资格预审通过通知书）、投标人须知、评标办

法、投标文件格式的先后顺序解释；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

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以编排顺序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

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的，以形成时间在后者为准。按本款前述

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招标人负责解释。

第六章 监理与相关服务报价—通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7 3.投标报价

3.1人员费用、检测工具和仪器设备报价

……

3.1人员费用、检测工具和仪器设备报价

……

投标人报价清单中各岗位人员、检测工具和仪器设备，不得

低于投标人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投标文件中拟投入本工程人员、

监理检测工具和仪器设备的资源承诺，否则，视为第三章附件一

否决投标条件中第26条“投标文件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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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招标文件（电子化版）

第一章 招标公告（未进行资格预审）—专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8 落款日期 公告发布时间： 年 月 日 时 日期： 年 月 日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专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9
附件一：授权委托

书

授权委托书（适用于参加开标会）

……以我方名义递交投标文件、撤回投标文件、参加开标会、

签署开标记录和下文载明的其他事项，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

备注：除投标人代表为法定代表人外，投标人应当按照此格

式出具授权委托书，供其在递交投标文件和参加开标会时出示。

授权委托书（适用于参加开标会）

……以我方名义参加开标会、签署开标记录和下文载明的其

他事项，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

备注：除投标人代表为法定代表人外，投标人应当按照此格

式出具授权委托书，供其在参加开标会时出示。

第三章 评标办法—专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10
附件一：否决投标

条件

3.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形的：

……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投标人针对投标工程特点

自行编制部分）出现整章节、整段落或错误异常一致的；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异常一致的（精确到人民币

“元”）。

3.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形的：

……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投标人针对投标工程特点

自行编制部分）出现整章节、整段落或错误异常一致的。

11
附件一：否决投标

条件

10. 参加开标会的委托代理人对开标结果拒绝签字或者盖

个人CA电子印章确认，且经招投标监管部门监管工作人员到场核

实无误后，仍拒绝签字或者盖个人CA电子印章确认的。

10.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对开标结果拒绝签

字或者盖个人CA电子印章确认，且经招投标监管部门监管工作人

员到场核实无误后，仍拒绝签字或者盖个人CA电子印章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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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招标文件（电子化版）

第四章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12
合同附件：合同协

议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第七章 投标文件格式

序号 章节号 原文内容 调整后内容

13 目录

……

（三）财务状况

……

……

（三）近年财务状况

……

14 （一）投标函
我方承诺：我方拟派的授权委托人参加开标会、签署开标记

录等有关工作，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我方承诺：我方拟派的投标人代表参加开标会、签署开标记

录等有关工作，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15 三、授权委托书
…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修改、补充… …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的…

16 （三）财务状况
（三）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正文标题）

（三）近年财务状况

近年财务状况（正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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