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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选文件内容

第一部分

比选招标公告

为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和创新融资方式，解决酉阳县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问题，拟通过

比选招标方式选择一家专业的融资服务机构，提供融资租赁咨询服务。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招标项目名称：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咨询服务采购项目

2. 招标人名称：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 招标项目地址：重庆市酉阳县钟多街道翠屏山大道南路 5号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 融资主体：招标人及招标人可协调的酉阳县政府实控的其他国有企业或公立事业单

位。

2. 服务内容：本次融资方案需明确交易结构、融资额度、融资期限、融资成本、还本付

息方式、增信措施、其他条件等，要求融资租赁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全流程、全专业的服务，

牵头组织资金头寸并保障资金落地。

3. 服务要求：配合招标人及招标人可协调的酉阳县政府实控的其他国有企业或公立事业

单位完成融资需求，在拟融资额度内，配合招标人做好成本优先，时间优先的管理原则。根

据招标人的项目进度需求完成后续的放款工作（按需提款）。

4. 其他要求：融资咨询服务过程中涉及的项目规划设计、财务审计、法律、评估等专业

机构服务费，以及融资咨询服务期间所产生的交通、食宿等一切费用由融资咨询服务机构自

行承担，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

三、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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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



4.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无；

6.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单位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

下的政府比选活动。

四、比选文件的获取：

凡愿意参加比选的单位，请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北京时间，下同），在酉阳县

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仔细阅读和下载本项目比选文件等开标前公布的所有项

目资料。不管下载与否都视为潜在投标人全部知晓有关比选过程和全部内容。在公告期间，

各参选单位应随时关注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比选文件及相关修

改内容。

五、比选文件的递交和开标时间及地点：

1. 比选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22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北京时

间）。

2. 比选开标地点：重庆永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

3. 逾期送达的或者不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不予受理。

4. 本公告在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公示。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章） 代理机构：重庆永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章）

地 址：酉阳县钟多街道翠屏山大道南路 5号 地址：重庆市奉节县永安街道竹枝路 827 号

邮 编： 409800 邮 编：404600

联系人：张老师 联 系 人： 王老师

电 话：18523734445 电 话： 15923675967

发出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发出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第二部分

比选须知

项

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项目名称 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咨询服务采购项目

2 招标方式 公开比选

3 比选报价方式 按融资额百分比/年报价

4 最高限价 融资总额的1.5%/年

4 获取比选文件

凡愿意参加比选的单位，请于2022年11月18日起，（北京时间，下同），

在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仔细阅读和下载本项目比选文

件等开标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不管下载与否都视为潜在投标人全部知

晓有关比选过程和全部内容。在公告期间，各参选单位应随时关注酉阳县

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比选文件及相关修改内容。

5 比选申请文件份数 比选申请文件的份数：贰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6 比选申请文件密封要求 比选文件进行封套包装，加贴封条，并在封条上写明公司名称加盖公章。

7
比选文件的递交和开标时

间及地点

地 点：重庆永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

递交文件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22年11月22日10:00时



第三部分

评比细则

一、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

二、评标步骤

评审小组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审。即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投标单位是否具

备投标资格和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不具备投标资格或实质上没有响应招

标文件要求的投标将被拒绝。为了有助于投标文件的审查、评价和比较，评标委员会可以个

别地要求投标单位澄清其投标文件。有关澄清的要求与答复，应以书面形式进行，但不允许

更改投标报价或投标的实质性内容。

三、评标标准

（一）综合实力评议（20 分）

1. 公司注册满 3年或以上（2分）、公司注册未满 3年（1分）；

2. 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2分）、注册资本低于 1000 万（1分）；

3. 国企性质（4 分），混改企业（2 分）、民营企业（1 分）（提供相关证据文件并加

盖公章，总计不超过 4分。）

4. 经营范围中有融资租赁业务、融资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提供相关证据文件并加

盖公章，每项 2分，总计不超过 6分。）

5. 公司非被执行人、无未决诉讼情况；（提供依据并加盖公章，每项 3分，总计不超过

6分。）

（二）募资能力评议（40 分）

1.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签署的租赁同类融资服务协议数量；（提供协议复印件并加

盖公章，每个协议 10 分，总计不超过 30 分。）

2. 承诺融资规模；（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每 1亿元 1分，总计不超过 10 分。）

（三）融资方案评议（20 分）

融资方案是否专业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从融资规模、期限、成本、资金使用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价；（提供融资建议书并加盖公章，总计不超过 20 分。）



（四）服务报价评议（20 分）

以融资规模的百分比/年进行报价；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本比选项目的最高限

价，报价比例按从低至高，投标报价最低的得满分 20 分，投标报价次低的得 15 分，以 5分

为一个阶梯，以此类推。



第二章 比选申请文件格式

酉阳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咨询服务采购项目

比选申请书

比选申请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二 O 二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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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价函

致： （比选人名称）

1、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比选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时）及有关附件，愿意以融资总

额的 %/年作为投标报价。

2、我方同意提交的比选申请文件，如果中选，我方将受此约束。

3、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选通知书和本比选申请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

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4、我们理解，你单位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申请。同时也理解你单位不负担我们的任何

比选申请费用。

比选申请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比选申请人地址：

比选申请人电话：

日 期： 二 O 二二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比选申请人：（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申明：我 （姓名）系 （比选申请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本单位的合法代理人，以本

单位的名义参加 （比选人）的

项目的比选。代理人在开标、评审、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

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法定代表人予以承认。代理人无权委权。

特此委托。

附：授权委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比选申请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其他附件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章）

2、公司非被执行人证明材料、公司无未决诉讼证明材料（盖章）

3、融资方案或融资建议书（盖章）

4、融资规模承诺函（盖章）

5、比选文件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和证明文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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