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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通过介绍公路工程投标中常见的几种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阐述相适用的报价策略及投标报价在工程投标中

的地位。通过了解公路工程投标报价的编制办法和原则，
简单介绍报价策略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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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路工程投标中常用的几种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1.1 低价中标

招标人最高投标限价 = 招标人控制价（不含安全生产
费用）×（1- 下浮率）

范例：
在四川省某公路施工招标中投标报价占评分标准中的

招标人控制价、
下浮率范围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 15 天
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投标人。

50 分，其投标报价评分标准为：

③确定有效评标价：

1.1.1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投标单位数量 <5 家时，所

有效评标范围：不大于招标人最高投标限价的评标价

有投标人的有效总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投标

为有效评标价，大于招标人最高投标限价的评标价，
将否决

单位数量≥5 家时，去掉一个最高报价及最低报价后的其

其投标。

他投标人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

④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1.1.2 评标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偏差率 =100%×（投

招标人最高投标限价下浮 2%为评标基准价。

标人投标报价 - 评标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
1.1.3 报价评分标准：

1.2.2 评标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偏差率 =100%×（投
标人投标报价 - 评标基准价）/ 评标基准价

①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 > 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

1.2.3 评标价得分

=50- 偏差率×100×E1；

总分 95 分。

②如果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
得分 =50+ 偏差率×100×E2；

①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 > 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
=95- 偏差率×100×1.5；

其中：E1 是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
分值；
E2 是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

②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
=95+ 偏差率×100×0.5。

值。E1=2，
E2=1。

备注：
评标价得分均精确至小数点后四位。

根据上述评分标准可知，在商务得分和技术得分相同

1.3 固定标价随机抽取

的情况下，
最低报价中标。

河南省某公路施工招标中标人的确定方法为固定标价

1.2 合理低价

随机抽取法。简单的说就是满足招标人招标要求并递交了

现在在国内招投标市场上常用的评分标准为合理低价

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在规定开标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顺序递

法。

交投标文件进场，递交投标文件的顺序号即为本企业参与
范例：

标段的号码，在行政、纪检监督部门及属地公证处监督下，

广东省某公路施工招标中的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顺序从与投标人数量相等的号码中摇取三个号码，作为投

1.2.1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标项目的前三位中标候选人。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要

①评标价的确定

求对入围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最终确定中标人。

评标价 = 报价函文字报价

2、
公路工程投标报价中常见的报价策略

②招标人最高投标限价的确定

2.1 低价投标策略

下浮率在开标前在开标现场采取摇珠方式确定。摇珠
操作办法如下：在下浮率摇珠范围内，以 0.1%为一档次增

2.1.1 投标项目附近有在建项目经理部，可根据具体情
况降低投标报价。

序确定摇珠号码，不少于 21 个球，每表达分别一次性摇出
3 个球，摇出 3 个球对应的下浮率的算术平均值即为本标

①投标项目可与在建项目达成路基填挖方互补，在减
少取土场、
弃土场用地的同时降低土方购买成本。

段 的 下 浮 率 。（注 ： 下 浮 率 的 平 均 值 四 舍 五 入 取 整 到
0.001%）

②两个项目有相同的工作内容时，可减少机械进场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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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如在建项目经理部的部分大临设施可再利用，可减
少投标项目大临设施建设费用。
2.1.2 如果施工企业是为了保证企业职工的正常工作
状态，
或开辟新市场也可以考虑降低报价，
在成本价以下也
可以接受。

3.6 应用预算定额的注意事项
预算定额中章、节说明及定额表下小注均非常重要，在
应用时应仔细阅读，确定定额适用的范围，编制注意的事
项，
及工程量计算的原则等。
3.7 熟练应用投标软件，
进行报价编制

2.1.3 在投标项目中施工企业采用“四新”技术后可降
低施工成本时，
可降低投标报价。

各省市在招标工程中所使用的报价软件并不相同，应提前
安排报价人员学习。

2.2 以力求评标最高分为手段的报价策略

4、公路工程投标报价注意事项

在采用投标报价评分标准为合理低价法时，最接近计

4.1 对设计图纸中提供的工程量存疑的项目，可适当提

算后的评标基准价的标价，评分最高。提前收集分析该地区

高单价，即对总体报价影响不大，
又存在盈利的机会。一旦

类似项目的开标记录，认真分析其他投标企业的投标报价

在施工中实际发生工程量比设计图纸中提供的工程量大，

规律，
在分析结果后适当下浮作为投标价，
以期评标得到最

就可获得较大的利润，而实际发生工程量比投标时工程量

高分。

小，
对企业利润影响也不大。

2.3 以获得较高利润为目的报价策略
对一些技术含量高，
施工难度比较大的工程，
业主在招

4.2 对施工工序靠前，可先结算工程价款的项目(如路
基土石方工程、桥梁基础工程、隧道中的开挖和初期支护)，

标文件中往往会要求较高的施工业绩，这也意味着竞争对

可将单价适当报高一些，以便资金周转；对后期项目(如交

手会相对较少，利用投标企业自身拥有的先进施工技术和

安工程、绿化工程)其报价可适当低一些。

精良机械装备以及难得的专业优势和施工资质，可采用适
当提高投标时的利润率，
来获得较高利润的策略。

4.3 预计施工过程中会增加工程量或有变更可能的项
目，可将单价适当报高一些，这样对总报价影响不大，在工

3、
公路工程投标报价的编制办法

程施工时却有增加收入的可能；预计施工中会减少工程量

3.1 正确的编制依据

的项目，可将单价适当报低一些，这样即使降低报价，在施

公路工程投标报价的编制应遵循交通部颁布的 《公路

工中减少的收入也不会太大。

基本建设概、
预算编制办法》、
各省市的《预算定额》，并采用
当地最新编制《公路工程造价信息》中的材料价格。
3.2 熟悉设计图纸和资料
在取得招标文件和图纸后，报价人员应尽快熟悉设计
图纸，
并认真审核。对设计图纸中表述不清的项目应详细记
录并书面向业主提出质疑，要求业主做出必要的补充和解
释，
以免影响报价的准确性。

4.4 对无法确定工程内容及施工工序的项目，或存在漏
洞的项目，
可适当降低投标单价，
以利于降低工程总报价和
工程索赔。
4.5 对施工企业具有技术优势，
并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
项目，
可以适当降低单价，
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4.6 工程量清单中只有工程项目而无工程数量者，应提
高其报价。

3.3 分析现场踏勘、
外业调查资料

5、结束语

针对每一个招标项目，投标企业均应进行现场踏勘、外

自我国公路行业推行招投标方法也来，随着时间的推

业调查。在外业调查中应详细了解当地原材料料源、品质、

移，
公路施工企业也是越来越多，
仅仅公路特级资质企业就

落地价、运输方式及运输距离等，应对项目经理部驻地、预

达到了 46 家，还有众多的一级、二级、三级资质企业，而全

制场、拌合站等大临的位置及占用面积进行调查，
并在当地

国高速公路网日趋完善，这也就意味着公路市场的竞争也

了解土地租赁费用。

日益激烈，
工程投标报价策略运用是否得当，
不仅影响施工

3.4 重视与施工方案编制人员的沟通

企业在单个招标项目中能否中标，更将影响到企业在激烈

施工方案编制人员对设计图纸及施工工艺方面的理

竞争能否生存和发展。只有不断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和失

解，
将直接影响其编制的施工方案，
而不同的施工方案自然

败教训，才能提高我们的报价水平，
最终提高我们的中标率

需要确定与之相配套的施工机械，这将直接影响工程报价

和利润率，
使我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的高低。在报价过程中应积极与施工方案编制人员沟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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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主进行沟通，
补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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