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开泥驳艇采购招标通告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对开泥驳艇采购招标通告

因工程施工需要，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对工程项目所用的对开泥

驳艇进行公开招标采购，现诚邀有实力的生产厂家参加投标，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招标范围

1、招标范围

标段号 船舶名称
规格型号
（长*宽*型

深）
单位 数量

使用工程部
位

交货地点
交货期 备注

标段Ⅰ 对开泥驳艇
29米*8米
*2.2米

艘 2
航道工程项

目
广西区内指定

水域
合同签订后
120天内交货

自航式泥驳，
配左右旋发

动机

合计 2



2、技术指标及服务要求
29米（130m³）对开泥驳规格及技术要求表

序号 技术要求

1 设备主要用途：本船为为钢质自航对开泥驳，主要用于内河航道运送泥、沙、石用。

2 工作条件：在B级航区使用。

3
本船推进装置型式为双机双桨，主机通过减速齿轮箱及轴系驱动螺旋桨，本船续航
力为24小时。

4 本船为分体船，穿过分体部分的管件应设连接箱及通过耐压、耐油软管连接。

5 本船主要尺寸要求：

序号 名称 代号 单位 数值

5.1
总长（包括护舷

材）
LOA m 29.31

5.2 垂线间长 Lpp m 28.2

5.3 型宽 B m 8

5.4 型深 D m 2.2

5.5 吃水（B级） d m 1.6

5.6 肋距 S m 0.5

5.7 船员 P 2

5.8 设计排水量B级 t 330.187

5.9 总吨位 153

6 机舱布置要求：

6.1
本船为尾机型机舱，机舱位于左右片体5#~16#肋位之间，总长度为5.5米，左右片体
两机舱开口分别设有下机舱钢质直梯和斜梯。

6.2
本船系双机型，主机组布置在距离船中2500mm及6#~9#肋位之间，主机组齿轮箱输出
法兰端面距5#舱壁380mm,主柴油机为电起动，采用机旁起动和停机，主机组为驾机
合一操纵，采用机械方式传动，正常航行在驾驶室对主机组进行操纵。

6.3
设50kW以上柴油发电机组1台及在主甲板上的两组蓄电池作为主电源，布置于左片体
机舱8#~11#肋位处，主配电板布置于机舱左壁5#~8#之间，两组蓄电池（风雨密）
（6-CQ-200)设于顶蓬甲板与充放电箱则设于主甲板上。

6.4
主机机头除带动一台随机冷却海水泵外，左片体主机还带动一台液压撑杆油泵组、
舵机液压油泵组及舱底消防总用泵；右片体带动一台舱底消防总用泵，两台舱底消
防总用泵（机头带）分别布置于左右片体11#-14#肋位之间，距船中1500mm。

6.5
主辅机起动蓄电池设于主辅机旁适当位置，4只日用燃油箱设于各片体机舱前壁，左
右片体机舱内各设有2只5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7 轴系配置要求：

7.1

本船要求为双机、双轴、双桨，轴系由螺旋桨轴、可拆联轴器、艉轴密封装置等组
成，轴系全长≈2560mm，螺旋桨中心线位于1#处，距基线高397mm，轴线与船体基线
夹角为8°，艉轴材料为35#钢，艉轴材料的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应符合《钢质内河
船舶建造规范》（2016）及（2019）修改通报与《材料与焊接规范》（2018）的要
求，机械性能抗拉满足520，屈服强度260，硬度HB150~180。



7.2
艉轴采用油润滑的青铜轴承，艉轴材料为35#优质碳素钢，键材材料为45#钢，基本
轴径为Φ80mm。选定艉管前轴承长200m,后轴承350mm。

8 燃油系统配置要求：

8.1
2个燃油舱分设在左右片体机舱后壁3#~5#肋位中部上方，其总容量约2.52t.在左右
片体机舱前壁各设有2个容量216升日用燃油箱，分别供主机及辅机用油。

8.2
日用燃油箱内燃油，可由一台CS-32Y型手摇油泵从燃油舱内抽吸，把燃油舱燃油抽
送到日用燃油箱内，为保证主机用油清洁，燃油进机前设一只滤油器，日用燃油箱
内燃油通过阀门、管路可直接对主、辅机供油，保证主、辅机的正常运行。

9 润滑系统配置要求：

9.1
本船主机及主机配齿轮箱的润滑油由自带泵、管路及附件完成，其自成系统，机舱
内设有滑油桶储存润滑油，可由人工加油和定期换油。

10 冷却系统配置要求：

10.1
本船在左右片体机舱前部两舷15#~16#肋位之间，设有两只江水进水箱，由2只铸钢
闸阀和2只粗水滤器和江水总管组成，江水总管通径为DN100mm。

10.2

主辅机均采用海、淡水双循环冷却系统，主机海水泵进口接通江水总管，主机海水
泵出水分两路，一路进入主机内进行冷却，主机出水接至排气管冷却水套及排出舷
外，另一路进入减速齿轮箱进行冷却，齿轮箱冷却出水再排出至舷外。辅机海水泵
进口接通江水总管，出水后泵送至淡水冷却器进行冷却，排出后一路至舷外，一路
通过排气管冷却水套后排出至舷外。主辅机淡水冷却自成系统。

11 主机排气系统配置要求：

11.1
主机排气管出口接膨胀节（减震），排气管接消音器后向船艉排出，排气管冷却水
套降温隔热，外表温度不得超过60℃。

12 全船舱底水管系配置要求：

12.1
本船左右片体设机头带消防舱底总用泵各1台，其型号为：65CWZ-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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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固体垃圾：在船舶尾部主甲板共设4只带有密封盖的活动式垃圾收集箱（每只容积
0.06㎡,总容积0.24㎡),用以收集船舶厨余类、可回收类、有害类及其他船舶垃圾，
并在适当时候交付岸上接收设备。每个垃圾箱均用钢质材料作固定，防止垃圾箱倾
覆，每个均设置告示牌。

15 全船测深透气管系配置要求：

15.1
全船所有油水舱柜、海水门等均设有空气管，空气管头的高度满足规范要求。空气
管位置设于各舱柜的最高点。

15.2
本船所有燃油舱、隔离空舱和其他不易到达的分舱均设有测深管，测深管引至船成，
在下请开口的船应板上焊有防击板（燃油输的防击板应为青铜），上部均引至开版
甲板，并设有螺纹盖。

16 锚及舵设备配置要求：

16.1
配电动（4KW）绞车两台，配广西土锚（大抓力锚）150kgx2门
锚链：Φ16钢丝绳（6x19），总长度为100mx1条；
系船索：选用尼龙绳，规格为Φ18x50m，2根。

16.2

本船选用16KN.m摆缸式同步液压舵机一台，转舵时间≤20s，系统最大工作压力
7.5MPa，其主要设备有：电动舵机液压油泵组及工作油柜1套，主机轴带液压油泵1
台，固定储存油箱1个、舵柄、推舵油缸、操纵台、舵角发讯和接收器及简易操纵盒、
压力表、阀件及管路等,两台液压油泵可互为备用。舵机用液压管子必须进行酸洗，
各种阀件油箱必须保证彻底清洁。

16.3 推舵油缸布置于艉尖舱舵机平台上，两套油泵组及舵机油柜则布置于机舱内。

16.4

在驾驶室有一个液压舵机操纵台，操纵台上设有舵机运行指示灯，必要的报警装置
及仪表，当舵机发生下列故障时，应发出声光报警。
（1）舵机电源失压；
（2）舵机油泵过载：
（3）舵机油箱低位；
（4）舵机电源断相。

17 无线电设备通信：

17.1 甚高频无线电话1台，对外扩音装置1套

18 操纵及报警系统配置要求：

18.1

本船主推进装置在驾驶室操纵，并设有单主机传令钟及联系电话机，机舱设备由轮
机人员值班管理，不作自动化入级考虑。主推进装置操纵采用机械方式，可在驾驶
室操纵调整、合排、换向；采取机旁起动和正常情况有机旁停机，在驾驶室的操纵
台上有顺、倒、停指示，以便驾驶人员观察。
在机舱内主柴油机设有以下声学报警装置：
1．主机滑油压力低报警
2．主机淡水高温报警机

18.2 驾驶室与机舱的通讯设备经过传令钟和直通声力电话进行传送。

19 29米（130m³）对开泥驳船舶设备配置要求：

序号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每船数
量

需满足必备条件



19.1 主机+齿轮箱
齿轮箱

型式：立式、直列、水冷
四冲程
额定功率：≧120KW
起动方式：电起（DC24V）
齿轮箱：按照发动机功率
配套

2台套

1、配套供应，配齐专用工具
2、配海水冷却泵及起动器电池
3、ZC证书
4、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持有
第一阶段污染物限值排放型式认可
证书）
5、要求配置玉柴或潍柴发动机，功
率≧120KW
6、要求配置杭州前进齿轮箱

19.2 柴油发电机组

型式：直列、立式、四冲
程
额定功率：50KW
冷却方式：双循环水冷
启动方式：电启动

1套

1、柴油机附带淡水泵、白吸海水泵、
淡水滑油冷却器等
2、ZC证书
3、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持有滑油耗
率：≤1.0g／KW．H，第一阶段污染
物限值排放型式认可证书）
4、要求配置玉柴发电机组

19.3
机头带舱底消
防总用泵

泵型号：65CWZ-11
排量：36m／h
压头：0.21MPa

2台 1、ZC证书

19.4 燃油手摇泵
型号：CS-32Y
排量：48L／mi
压头：0.25MPa

2台 1、ZC证书

19.5 污油水手摇泵
型号：CS-32Y
排量：48L／min
压头：0.25MPa

2台 1、ZC证书

19.6
艉轴滑油手摇
泵

型号：CS-20Y
排量：20L／min
压头：0.25MPa

2台 1、ZC证书

19.7 主机传令钟 型号：CL1 2套 1、ZC证书

19.8 轴系测速装置
型号：SZB-25-W＋
CWZ-102D1

2套 1.ZC证书

19.9
摆缸式同步液
压舵机

型号：RH-BYD16-12
公称扭矩：16KN．m
工作压力：7.5MPa
转舵角度：±35°
转舵时间：≤20s
电机功率：2.2KW
（380V/50Hz）

1套

1、依据厂家标准配套供应
2、配电动舵机液压油泵组及工作油
柜（带液位计）一套，主机带液压油
泵两台，舵机固定贮存油柜（带液位
计）一只；
3、ZC证书
4、合格证书



19.10
生活污水粉碎
泵

型号：0.5CWF-10
流量：5㎡／h
压力：0.1Mpa
电机功率：1.1kW（380V
／50Hz）

1台
1、ZC证书
2、泵轴、封盖、叶轮采用不锈钢材
质

19.11
生活污水贮存
柜

型号：HTW-0.65
容积：0.65m
适用人数：2人

1台
1、整套装置由贮存柜、液位控制／
指示装置及其它阀门附件组成；

19.12
机舱轴流通风
机

型号：JCZ-40A
流量：3000㎡／h
电机功率：1.5KW
（380V/50Hz）

2个 1、ZC证书

19.13 人力起锚机
型号：人力
钢索直径：12mm

2台 1、ZC证书

19.14 铸钢闸阀 型号：1080 CB／T466-954个 1、ZC证书

19.15 吸入水粗滤器 型号：A10080 GB497-084个 1、ZC证书

19.16
直通声力电话
机

2套 1、合格证

19.17
玻璃管式液位
计

ULG-600F/A-C 8只 1、合格证

20
船舶交接时应向甲方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与环保证书》，证书必须能入户南
宁船籍港，设计图纸，零件图册、维修手册、电液系统图纸、发动机机组相关资料
等。

3、验收标准：船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的各项标准，各系统、设备及实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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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

有船舶生产许可的厂家。投标人注册资金不小于 200 万人民币，且为一般纳税人，

能提供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13%）。

（2）有效的独立法人营业执照；

（3）具有三级Ⅱ类或以上钢质一般船舶生产企业资质，或具有三级Ⅱ类或

以上钢质一般船舶生产条件（提供船舶生产条件证书或相关有效的证明文件）；

（4）独立拥有生产技术能力、厂房、设备和人员等，有能力制造并提供相

关技术服务的船舶建造单位。

2、财务要求：

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提供近两年的财务状况表。

3、业绩要求：

近三年（指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具有船舶生产制造的经验和业

绩的船舶设计制造商。

4、信誉要求：

投标人应有较好的商业信誉。工作信誉不佳、有过不良履约记录的单位不能

参与报名，均按否决投标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9部门《关于在招投标活动中

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法（2016）285号）规定，对在“信用中

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5、其他要求：

（1）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3）未经过招标人考察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6、专项资格要求：新建造的对开泥驳艇要求入户南宁船籍港

三、发布通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将在阿里巴巴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物资采购平台网（简称广

西路建“采购平台”https://gxljjt.go.1688.com/page/index.htm与广西路建

集团官方网站、广西路建集团OA网同时发布招标通告。

四、报名方式

1、报名方式：潜在投标人应按招标通告要求完成广西路建“采购平台”

网上报名或进行线下报名（将报名资料通过邮箱发送至 gxljjczx@163.com）

方为报名成功；（未注册阿里巴巴采购平台的投标人需先下载《阿里企业采

购平台供应商上线免费注册指导手册》自行完成注册，手册详见招标通告附

件）

2、报名时间：自通告之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5 日 17 时 30 分前

3、报名网址：广西路建“采购平台”

https://gxljjt.go.1688.com/page/index.htm

4、报名资料：公司资料（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及船舶生产企业相关资质）

5、注意事项：招标人在报名结束后，将对各投标人的船厂进行实地考察。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潜在投标人在广西路建“采购平台”

（https://gxljjt.go.1688.com/page/index.htm）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方式：线上线下均要递交。

2、递交地点：

（1）线上递交

广西路建“采购平台”https://gxljjt.go.1688.com/page/index.htm。投

标人需对投标文件加密后再上传，并将对应投标文件的文件密码放入相应信封

内，待招标人开标时使用。

（2）线下递交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物资集采中心（南宁市邕武路1号广西路建工程

集团二区办公楼404物资集采中心）。

3、逾期线下未递交投标文件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七、招标工作安排

1、开标地点、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2、本项目不统一组织察勘现场，由投标人自行踏勘。

3、保证金金额为100000元。投标保证金在中标人合同签订后按规定退还。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黄先生 王先生

电 话：0771-5308646（技术部分） 0771-5759068 （商务部分）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0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招标范围
	2、技术指标及服务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3）未经过招标人考察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三、发布通告的媒介
	四、报名方式
	4、报名资料：公司资料（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及船舶生产企业相关资质）
	 5、注意事项：招标人在报名结束后，将对各投标人的船厂进行实地考察。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