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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案 

1. 招標目的 

司法警察局為“購買車輛”進行公開招標。 

2. 投標人的資格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與招標項目相關業務的自然人、法人或住所設於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司，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局或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作

出登記。 

3. 投標書所依據的資料一 

3.1. 招標公告； 

3.2. 招標方案； 

3.3. 承投規則（包括：附件）。 

4. 投標書的撰寫一 

4.1. 投標書和文件應以中文或葡文撰寫(第 5.1.a.項和 5.1.b.項可使用英

文)，字跡須端正及清晰，且不可有塗改、行間插寫或劃去的文字；  

4.2. 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須在投標書中每一頁上簽署及蓋章，而載有投標

價格的投標書之簽署須與本招標方案(附件一)聲明書的簽名式樣相

同

4.3. 投標書應嚴格遵守承投規則附件，且不得附帶任何類型的限制性條款

或例外性條款；倘有，則視為不存在； 

； 

4.4. 投標價格應包括一切倘有的費用，投標書有效期內，價格不得更改； 

4.5. 投標人應提供一切屬必要的解釋說明，以便司法警察局正確對投標書

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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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標書之組成 

5.1. 投標書須包括以下資料，並裝入一個不透光信封內並封以火漆，正面

註明“投標書”字樣

a. 建議車輛的品牌及型號(此部份可使用英文)，車輛

，列明投標人的姓名或名稱，以及『司法警察局“購

買車輛”公開招標』： 

單價及總價

b. 投標人必須提交

以澳門元計算，倘單價與總價不符，將以單價為準；  

建議車輛型號之技術規格及說明文件，以及目

錄/圖片

c. 投標書有效期，須不少於自開標日起計 90(九十)日，但不妨礙

根據 7 月 6 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延長標

書有效期； 

(此部份可使用英文)； 

d. 保養期； 

e. 交貨期 (以連續日計算)。 

5.2. 投標書附同文件須包括以下資料，並裝入一個不透光信封內並封以火

漆，正面註明“文件”字樣

a. 按照招標方案(附件一)的格式撰寫的聲明書； 

，列明投標人的姓名或名稱，以及『司法警

察局“購買車輛”公開招標』： 

b. 透過銀行擔保或現金存款方式提供臨時擔保的證明文件；倘以

銀行擔保方式提供，須提交依法定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

業務的銀行所發出的擔保書正本(格式參考招標方案附件二）；

倘以現金存款方式提供，須提交財政局司庫活動(M/11 格式)的

憑單收訖回執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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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財政局發出的「無欠稅證明書」正本或其認證繕本，發出日

期須為本公開招標開標日前三個月內

d. 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商業登記證明」正本或其認證繕

本，

； 

發出日期須為本公開招標開標日前三個月內

e. 由財政局發出的最新年度「營業稅-徵稅憑單」(M/8 格式)正本

或其認證繕本； 

； 

f. 如沒有作出商業登記，須提交開業申報表(M/1 格式)正本或其

認證繕本； 

g. 經公證認定的合法代表授權書，並明確授權範圍。(倘有) 

5.3. 第 5.1 項和 5.2 項所指的兩個信封須裝入第三個信封並封以火漆，正面

註明“外信封”字樣

6. 遞交投標書 

，列明投標人的姓名或名稱，以及『司法警察局“購

買車輛”公開招標』。 

6.1. 投標人須於 2020 年 8 月 19 日中午十二時前遞交投標書； 

6.2. 投標人親臨位於澳門友誼大馬路 823 號司法警察局大樓地下行政輔助

中心遞交，並索回收據為憑，又或以附收件回執的掛號郵件方式寄到

友誼大馬路 823 號司法警察局大樓地下行政輔助中心； 

6.3. 如以郵遞方式寄送，則由投標人承擔郵遞可能出現延誤或遺失的責

任，並且當期限屆滿後才送達的投標書將不獲接納，投標人不得因此

而提出任何異議； 

6.4. 投標書一經遞交，不得作出更改；每一投標人只可提交獨一份投標書，

如同一投標人提交多於一份投標書，則以最後提交的投標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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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倘因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原因導致司法警察局行政範疇附屬單位停止辦

公，截止遞交投標書和舉行開標程序之日期則順延至緊接之首個工作

日的相同時間和地點。 

7. 開標程序 

7.1. 開標程序將於 2020 年 8 月 20 日上午十時於澳門友誼大馬路 823 號司

法警察局舉行； 

7.2. 倘因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原因導致司法警察局行政範疇附屬單位停止辦

公，舉行開標程序日期則順延至緊接之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和地點； 

7.3. 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有權於出席開標程序時要求查詢任何投標書及有

關文件，倘出現授權情況，則需提供本招標方案第 5.2.g.項的授權文件

後才能查詢。 

8. 投標書之不接納 

8.1. 欠缺或不符合招標方案第 5.1.a.、5.2.a.、5.2.b. 及 5.2.c.項的規定； 

8.2. 載有臨時或不確定報價； 

8.3. 在訂定之期限後遞交； 

8.4. 沒有簽署之投標書； 

8.5. 投標人沒有使用中文或葡文撰寫投標書和文件(已註明可使用英文部

份除外)。 

9. 投標書之有條件接納 

9.1. 當出現以下任一情況，投標書獲有條件接納： 

a. 在要求須公證認定署名之文件上的簽署並未經公證認定； 

b. 僅提交第 5.2.a.、5.2.b.、5.2.c.、5.2.d.、5.2.e.、5.2.f.及 5.2.g.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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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印本； 

c. 沒有提交第 5.2.d.、5.2.e. 及 5.2.f.項的文件； 

d. 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未在投標書中每一頁上簽署及蓋章。 

9.2. 當出現投標書獲有條件接納的情況，投標人應在 24（二十四）小時內

補正有關不當情事，否則有關接納失其效力，且其投標資格將被取消。 

10. 臨時擔保 

10.1. 所有投標人均須以銀行擔保或現金存款的方式，提供一項金額為

MOP60,000.00（澳門元陸萬元正）的臨時擔保； 

10.2. 銀行擔保書的格式參照招標方案(附件二) ； 

10.3. 若以現金存款方式提供臨時擔保，須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透過書面

方式向司法警察局提出以現金提供臨時擔保，並附上最新年度的營業

稅-徵稅憑單(M/8 格式)影印本，司法警察局隨後將提供財政局司庫活

動 (M/11 格式) 憑單，以便投標人在指定的銀行以現金繳付臨時擔保。 

11. 確定擔保 

11.1. 獲判給人須自收到判給通知後 8(八)日內，提供相當於判給總額 4%（百

分之四）的確定擔保； 

11.2. 確定擔保須以銀行擔保或現金存款的方式提供。 

12. 判給或不判給的權利 

12.1. 司法警察局得保留因公共利益或預算的考慮而作部份判給、又或不作

全部或部份判給的權利； 

12.2. 在下列情況下，司法警察局有權不作出判給： 

a. 決定將是次投標程序推遲至少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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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切投標書或最適合的投標書所提出的總價金高於是次預算價

格； 

c. 很大程度上可推定投標人之間存在合謀； 

d. 所提交的任何投標書均無法符合承投規則所規定的最低質量要

求。 

12.3. 經甄選分析而得出的結論顯示，即使某一投標書建議的價格較高，但

由於提供車輛的質量較佳、交貨期較短或有其他更有利的條件，而對

澳門特別行政區有更大利益時，判給實體得不判給予建議最低價的投

標人。 

13. 判給考慮因素（綜合考慮） 

13.1. 符合技術特徵要求或更佳； 

13.2. 性能及質量； 

13.3. 適用性； 

13.4. 維修及保養； 

13.5. 交貨期； 

13.6. 價格。 

14. 查詢 

14.1. 倘若對編寫投標書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8800 1662 向司法警察局查詢； 

14.2. 倘若對承投規則附件有任何疑問，可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以書面形 

式向司法警察局提出，並遞交至澳門友誼大馬路 823 號司法警察局大

樓地下行政輔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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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聲明異議 

15.1. 若對是次公開招標的程序或進行招標時某些步驟被遺漏或出現不當事

情，利害關係人可由獲悉該事情之日起計 10 (十)日內以書面方式提

出，並遞交至澳門友誼大馬路 823 號司法警察局大樓地下行政輔助中

心； 

15.2. 投標人或其合法代表在開標會議期間，可就委員會的決議提出聲明異

議，有關程序按 7 月 6 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二十五條及續後條文進

行。 

16. 澳門產品或澳門服務優先 

16.1. 司法警察局將優先考慮符合要求的「澳門產品」或「澳門服務」，但以

價格相差幅度不超過澳門以外製造的產品或服務的 15% (百分之十五)

為限； 

16.2. 澳門產品是指獲經濟局發出工業准照的商業企業主，聲明其產品為准

予經營業務範圍內於澳門製造的產品；或獲文化產業基金資助的商業

企業主，聲明其產品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品； 

16.3. 澳門服務是指為稅務效力已在財政局登記的澳門企業於澳門提供的服

務；如商業企業主為自然人，其必須為澳門居民；如商業企業主為法

人，其 50%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資本須由澳門居民擁有； 

16.4. 投標人必須在提交投標書的同時提交相關證明文件，例如：工業准照、

獲文化產業基金資助證明、相關聲明書、商業登記證明或身份證明文

件等，才可獲得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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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適用法律 

對是次公開招標程序，補充適用澳門現行法例，尤其是經5月15日第30/89/M

號法令修改的 12 月 15 日第 122/84/M 號法令，以及 7 月 6 日第 63/85/M 號

法令的規定。 



 
 
 
 
 

                                   司法警察局 

“購買車輛”公開招標 

招標方案 
                                                                      
 

 9 

附件一 

聲明書 (範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人姓名、婚姻狀況、身份證明文

件資料 )，作為 __________________(商業名稱、法人住所、在商業及

動產登記局的登記編號 )的代表，在知悉司法警察局 “購買車輛 ”的公

開招標內容後，聲明完全接受招標公告，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的規定

及條件；當上述文件出現任何遺漏，將按現行法例，尤其是經 5 月

15 日第 30/89/M 號法令修改的 12 月 15 日第 122/84/M 號法令，以及

7 月 6 日第 63/85/M 號法令處理。現遞交投標書，並承諾：  

1.  按照遞交的投標書所載的價格、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之規定及條

件供應有關車輛。  

2.  如獲全部判給或部份判給，將以銀行擔保或現金存款的方式履行

提供相當於判給總額 4%(百分之四 )的確定擔保義務。  

3. 如與本公開招標的事宜上出現任何爭議，放棄其他地區或國家的

法院管轄，只接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約束及法院管轄。  

 
 
澳門，      年_____月_____日。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須經公證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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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銀行擔保書 (範本) 

 

金額：MOP60,000.00（澳門元陸萬元正） 

銀行擔保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銀行（銀行名稱），法定住所設於澳門 _________________，應

（投標人的認別資料），法定住所設於澳門 ____________________的

要求，為司法警察局 “購買車輛 ”的公開招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

警察局提供一項金額為 MOP60,000.00（澳門元陸萬元正）的銀行擔保，

用作保證上述投標人準確及準時履行因遞交投標書而須承擔的義

務，一經司法警察局要求，本銀行即負責交付補足上述金額所需的款

項。  

是項銀行擔保的有效期直至 7 月 6 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十九條

所規定的時間，或直至提供確定擔保時屆滿。  

 

澳門，      年_____月_____日。 

（其身份經公證認定的銀行代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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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 
1. 車輛的交付 

1.1. 獲判給人須按承投規則附件和投標書，完成倘有的附加配備和工作後

向司法警察局交付車輛。 

1.2. 獲判給人須確保所交付的車輛能通過交通事務局的車輛檢驗，及符合

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相關法例之規定。 

2. 交貨期 

2.1. 獲判給人須遵守其投標書所建議之交貨期限，自簽署合同翌日或接獲

司法警察局訂購單(倘毋須簽署合同)翌日起計，以連續日計算。 

2.2. 車輛須送交至司法警察局指定的地點，並附上送貨憑單。 

3. 合同的訂立 

3.1. 合同擬本 

a. 在判給前司法警察局會將合同擬本送交中標的投標人，以便獲

判給人自收到合同擬本之日起 5(五)日內就此發表意見； 

b. 如在上述期間內未發表意見，視為同意該合同擬本。 

3.2. 訂立合同的期間 

a. 合同將於獲判給人提供確定擔保後訂立； 

b. 如獲判給人未在為簽訂合同而指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參與訂

立合同，且並非因存有不取決於其意願的充分理由而不能前往

訂立合同，有關判給即時失去效力，而所提供的確定擔保歸司

法警察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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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付款 

4.1. 司法警察局將透過下列方式，以澳門元向獲判給人支付有關款項： 

a. 簽署合同完成或接獲司法警察局訂購單(倘毋須簽署合同)，以

及收到獲判給人的發票後 90（九十）日內，預先支付判給總額 

40% (百分之四十)的款項； 

b. 獲判給人向司法警察局交付已獲發出臨時車牌的車輛，接收程

序完成，以及收到獲判給人的發票後 90（九十）日內，支付判

給總額 50% (百分之五十)的款項； 

c. 獲判給人所交付的車輛通過交通事務局的車輛檢驗，並收到獲

判給人的發票後，將於 90（九十）日內支付判給總額 10% (百

分之十)的款項； 

4.2. 在合同簽訂後，倘出現任何新增的費用或稅項，而導致合同受到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由獲判給人承擔有關責任。 

5. 確定擔保  

5.1. 獲判給人須自收到判給通知後 8(八)日內，提供相當於判給總額 4%（百

分之四）的確定擔保。 

5.2. 保養期自臨時接收筆錄之日起計算，而確定接收則自保養期屆滿後進

行。確定接收筆錄獲有權限實體認可後，獲判給人有權要求司法警察

局解除所提供的確定擔保。 

5.3. 獲判給人未能在期限內提供確定擔保，且並非因發生不取決於其意願

而可被視為充分理由的事實以致不能及時提供該擔保，則臨時擔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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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局所有，且該判給即時失去效力。 

6. 罰則 

6.1. 如在合同所訂定或投標書所承諾的期限內獲判給人未能完成車輛交

付，且已超過行政決定或法定的延長期間，則直至履行合同的義務或

單方解除合同時止，獲判給人須按照 7 月 6 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五

十六條 a)項及 b)項所規定的計算方式，支付罰款。 

6.2. 車輛不符合合同所指或獲判給人遞交的投標書的特定要求，要求獲判

給人在雙方訂定的合理期限內作出適當的補救措施，務求令不獲接收

的車輛符合要求；如獲判給人在該期限屆滿後仍未交付符合要求的車

輛，或拒絕作出令車輛符合要求的適當措施，司法警察局在不妨礙本

《承投規則》第 7 項之規定下，得自行作出適當措施，由此引起之費

用，由獲判給人支付，而確定擔保將不退回予獲判給人，且合同之解

除將不妨礙司法警察局因此蒙受之損失而向獲判給人要求合理賠償之

權利。 

7. 解除合同 

7.1. 雙方立約人得隨時協議解除合同； 

7.2. 不履行、遲延履行或瑕疵履行合同的有關規定，皆為單方解除合同的

合理理由； 

7.3. 當發現獲判給人所交付的車輛，及/或倘有的附加配備和工作未具投標

書及獲判給人所遞交的其他文件內所載的特徵及功能，司法警察局得

單方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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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司法警察局得以公眾利益為理由，保留解除合同的權利。 

8. 解決糾紛 

與合同的有效期、解釋或執行雙方未能解決的糾紛，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有

權限的法院裁決。 

9. 適用的規則 

9.1. 須嚴格遵守合同及《承投規則》內的條款，以及屬合同組成部份的文

件內容，還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尤其是經 5 月 15 日第

30/89/M 號法令修改的 12 月 15 日第 122/84/M 號法令，以及 7 月 6 日

第 63/85/M 號法令； 

9.2. 招標方案、承投規則及獲判給人的投標書均為合同的組成部份，若當

中之內容出現差異或矛盾時，應以有關文件排列次序最先者為準； 

9.3. 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的內容以中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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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附件  

1. 技術特徵  

項目：七座位客車 11 台 

1. 馬力 ： 不低於 160ps 

2. 汽缸容積 ： 約 2,000c.c. 

3. 油缸容積 ： 50 公升或以上 

4. 傳動系統 ： 自動波(A/T) 

5. 車輛顏色 ： 請提供原廠顏色以供選擇 

6. 燃油種類 ： 無鉛汽油 

7. 車座位數量 ： 連司機座位七座位(以交通事務局登記為準，排列

為前排 2 個座位，中排 2 個座位及後排 3 個座位) 

8. 車門： 後座車門必須為兩隻電動趟門 

9. 方向盤：設於駕駛室右邊及設有動力輔助 

10. 排氣系統：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第 1/2012 號行政法規《進口

新汽車應遵守的尾氣排放標準的規定》或更佳之尾氣排放標準 

11. 符合現行第 41/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之環保排放標準 

12. 設有原廠冷氣系統 

13. 設有安全氣囊及安全帶裝置 

14. 設有電動中央門鎖 

15. 裝有收音機/音響系統及喇叭 

16. 裝有倒後泊車警報及視像監察系統 

17. 使用合金車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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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有後備輪呔，拆呔器及其他標準工具包或合適的替代品 

19. 其他跟車標準裝備 

20. 2KG 乾粉滅火筒供應連安裝 

21. 雨擋供應連安裝 

 

2. 提交投標書時需附下列資料 

1. 投標人必須提交由交通事務局發出，有關投標人建議車輛型號之輕

型重型汽車規格資料(格式 024/DV)及經認可車輛之首次檢驗申請

(格式 031/DV)影印本；倘未能提交，投標人必須遞交經簽署、蓋

公司圖章及公證認定(倘為公司，須作出註明簽署人員身份及權限

的公證認定)之聲明文件

2. 車輛是否符合現行第 41/2012號行政長官批示之環保排放標準之資

料； 

，聲明內容如下：投標人將儘快取得及提

交所建議車輛之機動車輛商標和型號之認可編號和通過認可車輛

首次檢驗的文件，尤其在接獲司法警察局通知後，將於接獲通知日

起計 10(十)個工作日內提交上述文件，而有關車輛在進行實物檢驗

時，能完全滿足相關法例要求。投標人知悉如未能在上述期間內提

供相關文件，則視為不符合技術特徵要求。 

3. 投標人所建議車輛的生產地。 

 

3. 須提供以下維修及保養資料 

1. 保養期：供最少一年免費維修及檢查服務，並必須包括每年兩次包

材料及人工之全套免費換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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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標人需聲明擁有維修相關車輛之技術能力、設備及場所，並符合

本澳維修相關車輛現行法例規定； 

3. 投標人建議車輛的保養內容和每年保養次數； 

4. 投標人需列明保養維修車輛所需零配件之可供應年期(不少於 5

年)； 

5. 投標人需列明保養維修廠房名稱、簡介、地址和電話，及是否為自

設廠房； 

6. 投標人需列明保養維修人員的專業資格和培訓； 

7. 投標人需提供保養維修記錄的範本； 

8. 司法警察局將按實際情況要求獲判給人遞交有關廠房的登記編

號，人員專業資格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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