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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生态功能区项目方案

征集公告

一、项目介绍

1、项目名称：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生态功能区项目

2、项目背景：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生态功能区项目是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

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着力打造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

至美的绿色绵阳。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探索以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

展的新模式,成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的代表性工程、大规模绿化绵州

环城彩林带建设的支柱性工程、中国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生态建设的示

范性工程和西部现代化强市建设的生态保障工程。为打造既具有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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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水平又体现绵阳特色的生态功能区项目，现面向全国开展绵阳科

技城集中发展区生态功能区项目设计方案征集。

3、项目地点：本项目位于绵阳市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绵安

路和科技城大道两侧，跨涪城区和安州区。

4、项目范围及总投资：涉及涪城区 3 个自然村（城郊乡奓口庙

村、鼓楼山村、戈家庙村），安州区 3个自然村（界牌镇龙集村、石

岭村、西明村），规划面积约 6600 亩。项目总投资约 6亿元。

5、征集内容：

本次全国征集的生态功能区项目规划设计方案，需涵盖但不限于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生态建设。改造提升现有的林地品质和景观；在非林地土地

上，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的生态环境（林地为主、湿地为辅），形成层

次丰富的观赏景观。

二是运动设施。在建设好生态景观和配套设施的基础上编制总体

规划设计方案，预留相关建设用地，用于另行招商建设足球、篮球、

羽毛球、攀岩、瑜伽等分类运动主题公园及配套特色民宿、花园式酒

店等（另行招商相关单体设计、建设及投资均不含在本项目内）。

三是配套设施。完善项目区域内道路、管理用房、公厕、无障碍

设施、康养步道等配套设施；在项目外沿，且邻近已有道路或在建道

路区域，建设大型公共停车场和应急避难场所。

四是其他内容。包括整体片区功能定位、片区总体概念设计、片

区重要节点设计、相关实施措施及建议等。

6、设计方案要求

突出项目整体性、协调性，打造国内一流的景观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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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设计必须符合《国家森林公园设计规范》等国家和地方有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建设内容，

做到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安全、生态环保。

2.方案设计需要包含必要的文字说明和效果图，文字说明主要表

述方案设计的理念和内容，要求文字简明、扼要；效果图以描述方案

预期的效果。

3.突出标志性。打造具有绵阳市独有的城市景观，做到独特性、

新颖性、唯一性。突出生态性。充分利用现状地形和自然条件，形成

开敞通透的绿化景观，凸显生态打底。突出文化性。通过对重要节点、

配套设施、旅游住宿、运动设施等载体打造具有绵阳市独有的创新文

化。突出实用性，控制整体造价。

二、方案征集单位

绵阳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三、应征单位资质要求

本次活动采用公开报名的方式，境内合法注册且有与本项目类似

的相关设计经验的机构均可报名参加。其中：应征机构须同时具备城

乡规划编制甲级、风景园林设计专项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

级、市政行业甲级及以上资质。

1、应征机构应为合法注册的法人实体或由合法注册的法人实体

组成的项目联合体，不接受个人及个人组合的报名。

2、本项目接受联合体申请，联合体的成员机构不得超过 2 个；

组成项目联合体的各成员单位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申请资格预

审，也不得同时加入本项目其它联合体申请资格预审。

3、参与本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须为该应征机构的在册人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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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计师项目负责人应具备风景园林专业高级工程师或注册执业资

格且 5 年内须主持过 3 个以上同类型项目经验。项目团队需各专业工

种配备齐全。

4、企业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财产被接管、冻

结和破产状态，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被有关部门暂停投

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5、除上述要求外，当主办方提出合理要求时，应征机构应继续

补充提供符合相应要求的资格证明文件。

四、报名方式及需提供的资料

1、报名方式：采用现场报名或邮寄报名的方式。

2、报名时须提供以下资料：（1）应征报名表；（2）法定代表

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3）加盖公

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4）加盖公章的设计资质证书复印

件；（5）应征单位 2015 年至今已完成的同类项目案例清单及证明材

料；（6）项目负责人及组成人员简历、职称证、执业资格证、以往

类似作品、单位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清单等相关资料；

（7）应征单位和项目组成员 2015 年至今获得的奖项或荣誉证书；（8）

应征单位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相关资料（如为联合体应征，需提供联

合体协议书）。（9）报名时需提供完整的单位联系信息（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联系人、电子邮箱等）。

3、报名文件中未提供标准格式的，由报名人自行编写。报名材

料应按照征集公告规定的顺序装订成册，装订必须牢固可靠且不能轻

易脱落。

4、报名材料的份数：共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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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名截止时间及地址

1、时间：自征集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8月 4 日 17:00 时为

报名有效时间。现场报名为工作日(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09:00-12:00；下午：13:00-17:00。邮寄报名以签收时间为准。

2、地址：绵阳市高新区火炬西街北段 120 号。

3、邮寄收件联系人：刘薇

邮寄收件人地址：绵阳市高新区火炬西街北段 120 号东方国际一

栋六楼

联系方式：15892616821

六、方案征集程序

本项目征集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资格审查及方案编制提交

1.2020 年 8 月 4 日 17:00 时前，通过现场方式或邮寄方式提供

报名资料。

2.2020 年 8 月 12 日 17:00 前，通过 电话或邮件 方式向资质审

核合格单位发征资质审核合格通知，对审查不合格的单位不进行通

知。

3.2020 年 8 月 14 日 17:00 前，各应征单位现场或邮寄递交参与

征集的确认函（盖公章）。

4.项目介绍会、现场查验证件、调研、答疑及详细资料提供。2020

年 8 月 17 日 10:00，由绵阳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组织项目介

绍会、答疑。

5.方案编制与提交。2020 年 9 月 25 日 10：00 时前，入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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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报送方案文本。各入围设计单位必须将设计成果文件送达或邮寄

（送达时间以邮戳为准）至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火炬西街北段 120 号

东方国际一栋六楼（收件人及联系电话：刘薇 ， 15892616821 ）。

逾期不予受理。成果包装要求密封且不得有设计单位名称或其它标

记。

第二阶段：设计方案评审

1、由征集单位组建的方案评审委员会根据征集文件并对所有设

计方案进行内审，提出优化意见。

2、各方案经优化后，由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评审

会，按照（第二阶段）“设计方案评审方法”进行评分，确定最终综

合得分前五名的应征单位。

3、综合得分排名前五的应征单位根据方案征集排名结果，结合

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再进行方案优化和深化。由绵阳市自资局确定报

送规委会的方案，由绵阳市规委会确定最终方案。在规委会确定最终

方案前，综合排名前五的单位应全力配合征集单位开展相关工作，直

至规委会确定最终方案。

七、设计费用补偿措施

1、为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争创设计精品，经绵阳市自资局组

织的设计方案评审达到 80 分及以上的，对方案排名第一的应征单位

补偿 120 万元，第二、三名分别补偿 40万元，第四、五名分别补偿

20万元，其余应征单位不给予补偿。

2、方案最终通过规委会确认的，方案优化和深化补偿费用为 200

万元（不含排名费），方案未通过规委会确认的，不予优化和深化补

偿，征集单位配合市自资局另行选择报送规委会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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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费用已包括应征单位的所有成本、利润和税金，征集单

位不再补偿额外的费用。

八、附则

（1）本次方案设计征集评优活动的设计成果使用权归方案征集

活动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有权毫无保留的自由使用应征机构提供

的方案设计。

(2）所有参加单位的方案设计在应征后不退回。

(3）方案设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被视为无效。

1.未准备汇报材料的；

2.逾期送达；

3.图纸和文字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4.将参赛任务转包其他单位的；

5.设计方案投资超过项目总投资 6亿元的。

(4）本文件所标示时间均以北京时间为准。

(5）应征机构对其应征的城市设计享有署名权。在征得主办单位

书面同意后，应征机构可通过传播媒介、专业杂志、书刊或其他形式

评价、展示其方案设计文本的相关内容。除应征机构的设计标准、设

计导则和绘图元素以外，应征机构不得将方案设计文本用于其他的规

划设计项目。

(6）应征机构应保证提交的方案设计文本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没有

且不会侵犯任何其他人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专利权）

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应征机构应保证，如果其方案设计文本使用

或包含任何其他人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应征机构已经

获得权利人的合法、有效、充分的授权。应征机构因侵犯他人知识产



8

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所引起的全部赔偿责任应由应征机构承担。

(7）在征集过程中主办单位提供的设计基础资料（包括设计图纸、

设计资料等）的知识产权属主办单位及相关应征机构所有。应征人仅

可以将上述文件用于应征设计和编制应征设计文件之目的。未经主办

单位书面许可，应征人不得将上述文件用于其他工程设计或其他目

的，也不得将上述文件泄露给任何第三方。

(8）该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规定公开招标确定应征机构。

(9）本次征集活动本身及与本次活动相关的文件所适用的法律和

法规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规。

(10）若入围单位少于 5 家，出于优选优评的目的，主办单位有

权利重新开展征集活动，第一轮征集已入选单位，原则上自动进入第

二轮征集。

(11）应征单位在递交参与征集的确认函（盖公章）后，领取详

细设计资料前，需提交保证金 2 万元，应征单位未在约定时间节点内

完成相关工作或未按要求参加、汇报方案评审的，征集单位有权扣除

保证金。方案最终通过规委会确认后，所有单位保证金在 7个工作日

内无息退还。

(12）本次方案征集活动解释权归绵阳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所

有。

九、联系方式

报名咨询联系人：刘薇；联系电话：15892616821

方案咨询联系人：魏吉昌、万登勇 ；联系电话：18981149511、

15182361666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xZlgEfS7Z1l8kJCRTb1j_WT4Z5Ekk6MTjti8ktHM2W&wd=&eqid=e6feaf280000c779000000055c78c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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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应征报名表（详见附件文件）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生态功能区项目》方案征集应征报名表

设计单位名称

设计单位基本情况

（不超过 150 字）

类似项目经验

获奖情况等

项目负责人及拟组建承担本项目

的设计团队情况（人员姓名、性

别、年龄、职务职称、项目中的

分工等）

对项目的认识及工作技术路线

（工作思路、内容、重点、成果

形式等）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件

传真

（以上各项为必填内容，并须按要求提供报名申请资料）

本设计单位（公司）负责人承诺上述情况完全属实，特此声明。

报名人（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