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穂升財函 〔2017〕 270号

政府来賄投訴処理決定事
投訴人 :片 州隆盛景規定没有限公 司
地

址 :片 州市天河 区燕都路 80号 え 三 105房

法定代表人 :メ 思坦
委托代理人 :乃 恵成

咲系 屯活 :020‑37270890

被投訴人 :片 州升友 区建浚和不境保 伊局
地

址 :片 州市黄哺 区,E星 路 81号 人武楼 三楼

走系人 :引 く炎カ
ミ
耳

走系 屯活 :020‑82112057
耳

投訴 人殉共 了被投訴人委托片州公 共資源交易 中Jむ 姐
鉄的

2016‑2018年 片州升友 区市攻録化赤伊服券采胸項

目"(項 目編号:CZ2016‑1142,以 下筒称本項 目 )的 招林
斥潜在投林
文件 ,汰 力招林文件部分 内容存在渉嫌逹法或羽卜
人 的行力 ,千 2017年 1月 13日 向片州公 共資源交易中Jむ 提
出反疑 ,片 州公共資源交易中̀む 千 2017年 1月 23日 作 出答
隻后 ,投 訴人対咳反疑答 隻不満意 ,千 2017年 1月 24日 向
口下
我局提起投訴 。本机美依 法受理 ,4調 査核共 ,情 況女

:

一、投派内容
投訴人主要針 対招林文件逃行投訴 ,投 訴事項共 3項
本机美対投訴事項概括力
1。

,

:

本項 目招 林 文件 商券坪分 中浚 畳 同美項 目笙詮

:

2013年 至今邁辻公 升招林且 已完成合同期赤が 、反量合格的
市IEX道 路 、公共録地 (合 公 園 )赤 ナ単項 中林金額立鏡在 900
万以上 (不 合本数 ),一 介得 5分 ;単 項 中林金額立鏡在 700
万以上 (不 合本数 ),一 企得 3分 ;単 項 中林金額 立鏡在 500
万以上 ,一 介得 1分 ;其 他不得分 。投訴人決力此項 立須金
額指林和分値没畳不合理 ,辻 反 了 《中学人 民共和国IEA府 釆
殉 法実施条例 》第二十条第 (八 )款
tll或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 限

者羽卜
斥潜在供鹿商"。
2.本 項 目招林文件商券汗分 中分男1浚 畳

幼税信用 等

須企 立"和 荻得政府部日頒友的 守合同重信用企 立"両 企
坪分項 ,投 訴人汰力速両今坪分項均渉及信用 ,有 重夏浚 畳
え嫌 ,納 税信用等須的作用供力税 外部日対幼税人 亦理立券
叶有 区男1対 待 而已,与 本項 目招林 内容元美 ,渉 嫌逍反 了《中
学人 民共和国IEX府 釆賄法実施条例 》第二十条第 (二 )款 没
定的姿格 、技木 、商券条件有釆殉項 目的具体特点和共昧需
要不相辻庄或者々合同履行 元美"的 規定 。
3.本 項 目招林 文件商弁 坪分 中没 畳安全 生声林准化 江

ギ:企 立在 2014年 至今荻得省象或 以上安全生声協会頒友
安全生声林准化江ギニ須或 以上得 6分 ,三 須得 3分 ,元 得

0分 。投訴人汰力本項 目性皮属千因林録化界が管理工程
与国林録化企 立足否属千 商貿其他炎"元 美 ,更 与是 否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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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全生声林准化江ギ元美 ,坪 分項浚 畳建浚部 1可 頒友的安
全生声寺可江更力合理 ,而 釆賄人 却浚 畳商貿行 立 自尽実施
斥共他潜在投林
的安全 生声林准化 IIギ 作力汗分条件 ,羽 卜
人 ,Iit̲反 了 《中学人 民共 国jEA府 釆胸法実施条例 》第二十
〜
)款
浚定的姿格 、技木 、商券条件均釆殉項 目的
条第 (二
具体特 点和実 昧需要不相近皮或者与合 同履行 元美"的 規
定。
二 、調査核実情況
(一 )本 机美子 2017年 1月 24日 受理投折人的投訴

,

1本 垣辻升友 区屯子 亦公 平 合和 当
井接規定程序杵投訴 ギ 冨
む。
面送迷的方式分男1送 速被投訴人和片州公 共資源交易中′

(二 )2017年 1月 24日 本机美牟面Ii■ 知被投訴人就本項

目的投訴事項核実 、ネト
充有美材料 。
(三

)本 項 目的基本情況 。4査 ,

2016‑2018年 片州

汗友 区市攻録化赤伊服券釆殉項 目"(項 目編号 :CZ2016‑

1142)由 被投訴 人委托片州公 共資源交易 中̀む 逃行 公 升招
林 ,項 目招林 公 告及釆賄文件千 2017年 1月 10日 桂 回公 示
項 ロカ服券美釆殉 ,采 脚預算金額

,

181306395元 ,釆 殉

内容力碗定 10家 中林供皮商提供 2016‑2018年 片州升友 区
市政録化赤ゲ服券 。
(四

)投 訴事項調査

1.美 子投訴事項

4査 ,2017年

:

1。

1月 26日 片州公共資源交易中′
む在片州1

市IEX府 釆殉囲友布 2016‑2018年 片州升友 区市攻録化界伊
服券釆殉項 目"(項 目編号:CZ2016‑1142)更 正公 告中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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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事項 1修 茨力

2014年 至今邁辻公 升招林単項有 25万

m2或 以上 、且界が期在 1年 或 以上 、反量合格的市政道路 、

公共録地 (合 公 国 )赤 ヂエ程 立鏡 (以 中林週知ギ和合同カ
准 ,二 者必須同時提供 )"。 2017年 2月 9日 ,本 机美工作
人 員与投訴人授 枚代表逃行 了投訴事項・
iO同 和碗汰 ,投 訴人
ギ面碗汰 同意撤硝投訴 事項

1。

基千此 ,本 机美冬止咳項投

訴事項丈理 。
2.美 子投訴事項

2。

被投折人 2017年 2月 9曰 送至本机美 《美子 2016‑2018
年片州升友 区市IEA録 化赤ゲ服券釆殉項 目釆賄供庄商投訴
的現明》 中回隻 納税信用足針 対納税人足 否依 法履行納税
又芥 ,面

守合同重信用 "足 針対企立対合同内容的履行情

九 ,両 者叡1重 点不同,井 不存在 重隻浚畳的 1司 題 ,符 合釆殉
法有美規定 。"姪 査 ,

幼税信用等須"足 針対納税人遵守

税 1文 法律 、行政法規 以及接受税券机美依据法律 法規逃行管
理 的情汎浚畳 的汗介 tll度 ;而

守合同重信用"足 針対企立

対履行合同文券 内容的坪介体系。二者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
息系筑建浚中的西今不同頷域 ,分 男1八 幼
建浚 中行 立信用信 ′
税 、合 同履釣両企不同方面反映企立 的商券減信 。同時,《 中
学人 民共和国IEK府 釆胸法実施条例 》第二章第二十条第二款
浚定的姿格 、技木 、商券条件均釆胸項 目的具体特点和実
昧需要不相辻泣或者与合同履行元美"足 指釆殉人 可在釆殉
公 告和釆賄文件 中要求港在供皮商具有相庄的姿格 、技木和
商券条件 ,但 不得lit高 采賄項 目的具体特点和実昧需要 。不
得随意 、盲 曰和 出千不 正 当不1益 没定某 一供皮商特定 的姿

‑4‑

格 、技木 、商弁条件 ,羽 F斥 合格的潜在供庄商。被投訴人没
畳 納税信用等象企並"和

守合同重信用企立"両 企商券

坪分項 ,元 江据江 明被投訴人没定 某 一供皮商特定的姿格 、
斥合格的潜在供鹿商或者脱高釆胸項 目
技木 、商券条件 ,羽 卜
的具体特点和実昧需要 。投訴人 的咳項投訴事項快乏事実依
据 ,本 机美不予支持 。
3.美 子投訴事項

3。

埜査 ,2017年 1月 26日 片州公 共資源交易中Jむ 在片州市
政府釆胸 図友布 2016‑2018年 片州升友 区市政録化赤伊服
券釆殉項 目"(項 目縮号:CZ2016‑1142)更 正公 告中 已撤
硝本項 目招 林文件 商券汗分 中安全 生声林准化 江 ギ的坪分
没畳 。2017年 2月 9日 ,本 机美工作人 員均投訴人授枚代表
逃行 了投訴事項洵 同和碗汰 ,投 訴人 ギ面碗汰同意撤硝投訴
事項

3。

基千此 ,本 机美冬止咳項投訴事項丈理 。

三 、処理決定
鰊上 ,根 据 《中学人 民共和国IEA府 釆殉法》第十二条和
第二十六条 、 《政府釆脚貨物和服券招林投林管理 亦法》第
十条 、 《IEX府 釆殉供鹿商投訴丈理 亦法》第二条 、第十七条
口下
第 (一 )項 和第 (二 )項 等規定 ,本 机美決定女

:

1.冬 止投訴人的投訴事項 1和 投訴事項 3的 投訴丈理。
2.駁 回投訴人 的投訴事項 2的 投訴 。

口
当事人女
対上述決定不服 ,可 在接 Fll本 決定ギえ 曰起六
十 日内向片州升友 区管 委会或片州市財 政局提 出行 政夏袂
申清 ,或 在接 至1本 決定ギえ 日起六今月内向片州鉄路近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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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捉起行IEX訴 淡。

抄送 :片 州市財政局 、声州升友 区党工委亦公室 (法 tll亦 )、
片州升友 区妃工委 、声州升友 区建浚和不境保伊局 、
片州公共資源交易中l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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