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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世界银行贷款北京市节能减排示范项卧北京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扩大

示范（阳光校园）项目一北京市阳光校园金太阳整体工程项目，95兆瓦第四批（12 

兆瓦3个合同包）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用户侧并网系统设计、供货、安装、调

试、运行及维护后审招标文件修改 

尊敬的孙重武经理： 

阳光校园项目95兆瓦第四批采购计划于近期尽快启动，预计于 2015 年3月底前

完成与中标人的合同签署工作。本批次采购与第三批采购规模一致，即总装机规

模12兆瓦，分3个合同包，每个合同包4兆瓦。同时，根据以往工程实践，本

次招标文件做几处修改。本批次招标文件修改要点如下： 

1、商务部分修改 

H 章节 原表述 修改 

1 
请一 

邀一 
标一 

投一 增加：己经参加前三批本项目建设的投标商，

在建工程应完成合同标的装机容量的80％以

上。完成的标准是发电系统全部建成，完成验

收调试；并网接入完成供电公司现场踏勘。 

2 第三章评标 

和资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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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原表述 修改 

验 收调试；并网接入完成供电公司现场踏勘。 

3一 

第三章评标

和资格标准 

1.2经济评审 

(a）时间进

度表 

承包商应在合同生效后75日

历天内完成与教委及学校沟

通、现场踏勘、设计方案、学

校遴选，并经业主确认；并配

合业主单位完成与学校合同签

署工作。合同生效后90日历天

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工作；合同

生效后220日历天内完成所有

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及系统安

装和调试验收，具备自发自用

并网发电条件。 

若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及系统

安装和调试验收，具备自发自

用并网发电条件（完工期）超

过220天，则该投标将被拒绝。 

承包商应在合同生效后90日历天内完成与教

委及学校沟通、现场踏勘、学校遴选，工程设

计，配合业主单位完成与学校合同签署工作。

合同生效后no日历天，完成 1.SMwp 装机容

量的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安装和发电系统调试

验收，具备并网发电条件：合同生效后165日

历天，完成 2.SMwp 装机容量的系统设计、设备

供货安装和发电系统调试验收，具备并网发电

条件：合同生效后220日历天内完成合同约定

的所有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安装和发电系统调

试验收，实现并网发电运行。 

若合同约定的所有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安装和

发电系统调试验收，具备并网发电条件（完工

期）超过220天，则该投标将被拒绝。 

4 第八章专用

条款 PC8 .2 
承包商应在合同生效后75日

历天内完成与教委及学校沟

通、现场踏勘、设计方案、学

校遴选，并经业主确认；并配

合业主单位完成与学校合同签

署工作。合同生效后90日历天

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工作；合同

生效后220日历天内完成所有

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及系统安

装和调试验收，具备自发自用 

承包商应在合同生效后90日历天内完成与教

委及学校沟通、现场踏勘、学校遴选，工程设

计，配合业主单位完成与学校合同签署工作。

合同生效后110日历天，完成 1.5MWp 装机容量

的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安装和发电系统调试验

收，具备并网发电条件；合同生效后165日历

天，完成 2.5MWp 装机容量的系统设计、设备供

货安装和发电系统调试验收，具备并网发电条

件；合同生效后220日历天内完成合同约定的

所有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安装和发电系统调试 



H …章节 …原表述 …修改 ―…――匕 
并网发电条件。 

若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及系统

安装和调试验收，具备自发自

用并网发电条件（完工期）超

过220天，承包商应按 PC 26. 

完工时间保证规定支付违约罚

金。 

验收，实现并网发电运行。 

若项目建设过程中，超过上述各关键节点工期

要求，承包商应按 “PC 26．完工时间保证”规

定支付违约罚金，违约罚金在承包人的进度款

中扣减。 

P卜日日日曰日日曰曰日 …第A章专用 

…条款PC 26." 

) 

…PC 26.2 

…损失赔偿金适用的费率：“同 

…价的 0.1%!”天 

…上述费率适用于引自价格表中l 
的设施部件的价格，对于该部l 一 …pc 26.2 … 

…各关键节点工期日寸间保证’ …

「（'’合同生”后9。日历天完成 pc 8.，中要求…

…的完成“教委及学校沟通、现场踏勘 ・ 学校遴… 

l选’工程设计’配合业主单位完成“学校“同…

签署工作所涉及的装机容量至少要达到… 

2MWp’未达到的’按照延误天数向业主交纳…

违约罚金。违约罚金数额的”体规定为’每逾…

期一天交纳0.5万。违约罚“的 大扣减额’… 

不超过合同急价的1%。 … 

('）其它关键节点工期’即’合同生”后 ‘10 

日历无“成 ‘.5MWp 装机”量的系统设计 ・ 设…

备供货“装和发电系统调试验收，具备并网”…

电条件’合同生效后‘65日历天，完成’.5MWp…

装机“量的系统设计’设备供货安装‘口发电系…

统鲜验收’”备”网发电条件’“同生”后… 

22。日历天内完成合同约定的所有系统设计 ・ … 

些丝竺燮竺坚燮燮竺三竺图 



序号 章节 原表述 修改 

一 

一 

一 

发电运行。 

该部分关键节点工期违约罚金适用的费率：未

完成部分合同金额的 0.1%／每天 

上述费率适用于引自价格表中的综合单价与

装机容量计算的合同额，对于该部分装机容

量，承包商未能在指定的关键节点工期内完

工。 

违约罚金的 大扣减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10% 

(3）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承包商因延误上述 

(i)、 (2)款指出的关键节点工期违约罚金已

经被扣减的，如果在完工期（220日历天）内

按期完成 PC 8.2 要求的工作内容，则在承包商

提出申请后，业主应在工程结算时返还己扣减

的违约罚金。 

PC 26.3 对于工程提前完工或部分设施提前完

工，不给予奖励。 

校需求以其他的新 

2、 技术 部分修 改序 

号章 节原表述修

改，土“第 

4章承包商

设备供货清单

及工程量清单”之 

"4.2.4 承包液晶显示器 

：56时以上彩色带网络接口， 

每所学校一台（若一个学校存 

在多个校区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显示屏的数量与液晶显示器： 

58时及以上彩色带网络接口，每所学校一台 

（若一个学校存在多个校区安装光伏发电系统 

，显示屏的数量与校区数量等同），或根据学 



巨 章节 原表述 修改 

一 

商设备材料

供货清单” 
校区数量等同） 能源应用产品替代 

微缩模型：每所学校一套（若

一个学校存在多个校区安装光

伏发电系统，微缩模型的数量

与校区数量等同） 

缩微模型：每所学校一套（若一个学校存在多

个校区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微缩模型的数量与

校区数量等同），或根据学校需求以其他的新

能源应用产品替代 

消防器材：按设计要求 消防器材：按照规范配置灭火器、灭火器箱，

其它防火要求按设计要求 

计量柜：按照供电局要求，每

处并网点一个（计量柜内计量

表、采集器由供电局提供） 

计量柜：按照供电局要求，每处并网点一个 

2 

“第4章承

包商设备供

货清单及工

程量清单”之 

"4.3.1 I

程量清单 

备注：此部分

修改已同时

更新至招标

文件商务部

分“报价表” 

“表4A安装

和其它服务” 

系统调试验收：3、实现学校离

网试运行发电。 

电
发

一丁

运试

校
学

现
实

3'

免

验
试 

调 
统 

系 

液晶显示器：56时以上彩色

带网络接口 

液晶显示器：58时及以上彩色

带网络接口 

消防器材：按设计要求 

称

器
火

灭

器
火 

灭 
置求 

配要 
范计 

规设 
昭一按 

按求 
要 

材火 
器防 

防它 
消其 

以上妥否，期待您的尽快答复。 

谢谢！祝好！ 

随函附上： 2015 年度采购计划 

隋晓峰 

总经理 

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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