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二期土建及金属结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招标方案 

 

一、 项目名称及内容： 

1.项目名称：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二期土建及金属结构、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保

险。 

2.工程地点：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 

3.建设单位：重庆白马航运发展有限公司。 

4.工程概况：白马航电枢纽是乌江干流开发规划的最下游一个梯

级，坝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上距银盘水电站约 46km，下距

乌江河口约 43km，集水面积为 83690km2，占乌江流域面积的 95.2%。

白马航电枢纽上游约 39km 处有芙蓉江从左岸汇入库区。乌江河口下

游 483km为三峡工程，三峡回水末端至白马枢纽坝下。白马航电枢纽

工程开发任务是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并具有对银盘水电站运行进

行反调节的作用。水库正常蓄水位 184.0m，总库容 3.74亿 m3，具有

日调节性能；电站总装机容量 480MW，多年平均发电量 17.60 亿 kW∙

h。枢纽由挡水建筑物、泄洪建筑物、电站厂房、通航建筑物及鱼道

等组成。挡泄水建筑物坝型为混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 87.5m；电站

装机容量480MW，安装3台单机容量为160MW的轴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船闸级别为Ⅳ级，闸室有效尺度为 190m×23m×4.7m（长×宽×门槛

水深）；鱼道主要建筑物有鱼道进口、过鱼池和鱼道出口等，鱼道进



  

口、过鱼池布置在尾水渠边坡，进口位于电站进水口边坡。 

本项目保险范围包含了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二期土建、金

结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以及为完成二期工程需要建设的临时设施和

临时工程等，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工程项目： 

（1）主体工程 

1）大坝工程 

2）厂房工程 

3）左岸边坡开挖支护工程 

4）鱼道工程 

5）基础处理及渗控工程 

6）主体屋面及建筑工程 

7）闸门及启闭机安装工程 

8）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9）羊角滑坡治理 

10）公路工程（包括厂房尾水平台大桥引道、2#-2 公路、上坝

公路（4#公路）、6#公路、8#公路、10#公路、12#公路、乌江白马大

桥左桥头至石梁河公路桥左桥头的 319 国道改建段） 

11）大桥工程（尾水平台大桥） 

12）下游重件码头 

13）土地整治、植被恢复及弃渣场维护管理； 

（2）临时工程 

1）施工导流和水流控制:工程度汛、基坑排水、施工期通航保障



  

措施、下闸蓄水等工程项目和工作内容； 

2）围堰工程:包含二期上、下游围堰建设与拆除，厂房岩埂围堰

的建设与拆除。 

3）施工临时设施:含施工测量、施工交通（含 2-1#公路、重件

及临时码头上岸路、开挖临时道路等）、施工供电、施工供水、施工

供风、施工照明、施工通信、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机械

修配厂、机械停放场、仓库、存料场、弃渣场以及施工现场办公和生

活建筑设施，以及施工标准化和品质工程建设等。 

4）BIM+智慧工地； 

5）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措施； 

（3）施工期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1）施工期环境保护:对本标段施工期产生的废气、废水、大气污

染、固体废弃物等进行的环境保护措施或发包人指定范围内的环境保

护。 

2）施工期水土保持:本标段施工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4）相关施工配合 

1）施工期临时监测及永久监测施工配合； 

2）物探检测及配合。 

详见工程量清单。 

5.主合同中标价：2642251867.00 元 

6.招标限价：人民币玖佰叁拾万元整（¥9300000.00）,超出限

价的报价以废标处理。 



  

7.招标类别：服务。 

8.标段划分：本项目为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二期土建及

金属结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

第三者责任保险。 
 

二、 投标人资质要求： 

1. 投标人或其总公司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成立的保险

公司，具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经营保险

业务许可证》，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开展财产

保险业务。 

2. 投标人或其总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得低于 150%。 

3. 本次招标只接受总公司授权的唯一省级公司参与投标；同一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项下只能授权一个投标人。 

4. 投标人需提供总公司授权书，并以总公司名义向招标人承担

义务。 

5. 投标人近三年未受到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及中国银保监会重庆

监管局禁入招投标市场的行政处罚(投标人承诺)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必须能做独家承保或者主

承保，否则报价为无效报价。 

三、 其他事项说明： 

资金来源：工程款结算。 

本次招标内容：本项目为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二期工程建



  

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 

四、 重要说明： 

1. 自带方案，特别是扩展条款。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以报价单位的

报价方案为主，综合考虑，择优选择适合本工程项目的报价单位。 

2. 要求投标人或其分支机构进驻现场。 

3. 投标报价包括完成招标内容要求的全部险种的保险费、经纪费、

税金等全部费用的总价。 

4. 招标人只接受唯一的投保报价及唯一的投标方案。 

5. 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的形式为电汇或转账，金额为人民币伍

万元整 （¥50000.00）。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当日之前，将投标保

证金转入以下账户：收款银行账户信息：账户名为“中国水利水电

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账号为“3501010120010012365”，开户行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投标保证金以实际

到达指定账户为准；开标当天 10 时，招标人的财务部核对到账信

息，未到账者，视同放弃该次投标。未中标的投标人在中标通知书

（中标公告）发出后 7 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中标人在合同

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若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

后，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协议书，或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

加条件，或不履行所承诺的承保份额，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6. 该项目如无一家投标人能独家承保的情况下，中标人作为首席承

保人（主承保），共保体（非主承）优先在有效投标人范围内选取，



  

共保体份额不足时由中标人协助招标人在保险市场中择优选取。 

五、 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及方式： 

1. 获取时间：2022 年 05 月 12 日到 2022 年 05 月 18 日。 

2. 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3. 资料领取：网上下载。 

4. 招标文件价格：人民币 0 元整（暂定） 

六、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评分细则： 

（1）评分权重 

项目 保险方案 资质 报价 

分值 30 分 30 分 40 分 

（2）评分内容及具体评分标准 

文

件 
序号 

评  分  内  容 
分值 

评审项目 评 分 标 准 

保

险

方

案 

部

分 

1 
项目服务团

队 

项目服务团队应人员配备充足、素质较高、

经验丰富，优者得 5分、一般的得 3分、较差者

得 1分。 

5分 

2 
优惠条件/增

值服务 

每提出一条超出招标文件要求的具有实质

性意义并且可操作的优惠条件或增值服务，得 2

分，最高得 10分。 

10分 

3 
保险方案响

应 

对于询价文件中的保险方案，报价人每提出

一条不响应条件的扣 3分，本项最低得 0 分。 
15分 

公

司 

资

1 
总公司市场

份额 

总公司 2020或 2021 年度市场份额 

评分标准：5%份额（含）以内为 2 分，每增加

5%市场份额加 2 分，最高得 10分； 

注：【投标人须提供保险行业协会数据】 

10分 



  

文

件 
序号 

评  分  内  容 
分值 

评审项目 评 分 标 准 

质 

部

分 

2 
2020 年注册

资本金 

根据报价人总公司 2020 年注册资本金排

名，由高至低进行排序评分。排名第一的得 10

分，排名每降低一位的扣 2 分。 

10分 

3 
总公司偿付

能力充足率 

超过 200%（含），得 10分； 

150%（含）～200%，得 7分； 

120%（含）～150%，得 5分； 

120%以下，得 2 分。 

注：投标人需提供总公司 2020 或 2021 年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偿付能力报告 

10分 

报

价

部

分 

1 报价得分 

1、主承保份额超过 20%（含）的有效报价：报

价得分=（所有有效投标报价中的最低报价/报价

人经评审的有效报价）×40 

2、主承保份额小于 20%的有效报价：报价得分=

（所有有效投标报价中的最低报价/报价人经评

审的有效报价）×10 

 

40分 

（3）评标程序及办法 

①每位评标委员分别对投标文件的“保险方案文件”、“公司资质

文件”、“报价文件”进行独立综合评审打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每个报价人得分=保险方案得分＋公司资质得分＋报价得分； 

②所有评标委员打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每个报价人的总得分，小

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③假设总得分出现一致，选择报价部分得分最高的为第一名；报

价部分得分也一致的，选择保险方案部分得分最高的为第一名；报价

部分得分与保险方案部分得分均一致的，选择公司资质部分得分最高



  

的为第一名。 

（4）额外加分项：首席承保人（主承保）的份额达 40%（含）

以上者，额外加 5 分，在此基础上每超 5%加 5 分，最后总得分不超

过 100 分。 

七、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迎宾路 47号 

联系人：廖恩光  

电话：18777320030 

保险经纪机构：正迅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联系人：石鑫 

电话：18073184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