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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八所中心渔港升级改造+渔业风情街 PPP 项目 

——确认谈判备忘录 

2018 年 9月 30日，东方市八所中心渔港升级改造+渔业风情街 PPP项目（简

称“本项目”）完成采购评审工作。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

理办法》（财库〔2014〕215号）等政策的有关规定，东方市海洋与渔业局成立了

确认谈判工作组，负责采购结果确认前的谈判和最终采购结果确认工作。2018年

11月 16 日，确认谈判工作组根据评审报告推荐的候选社会资本排名，率先与候

选社会资本排名第一的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体进行了确认谈判并达成一致意见。 

一、确认谈判备忘录形成的时间、地点、人员 

1.确认谈判备忘录形成时间：2018年 11月 16日。 

2.确认谈判备忘录形成地点：东方市海洋与渔业局会议室。 

3.确认谈判双方： 

（1）确认谈判工作组 

东方市海洋与渔业局：符兴彧、蔡奋 

东方市财政局（市 PPP中心）：吴坤圣、黎倩雪 

东方市发改委：陈祥石 

东方市物价局：符天智 

东方市生态环境保护局：王耀华 

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宋甲周 

PPP 专家：沈博 

律师专家：陈建 

财务专家：王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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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候选社会资本方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海洋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联合体：程继、段福安、李振哲、周军、王志国、陈建光、康跃彪、

张炜、王建剑。 

二、采购结果确认谈判依据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2014〕215 号）规

定： 

第十四条 PPP 项目采购评审结束后，项目实施机构应当成立专门的采购结

果确认谈判工作组，负责采购结果确认前的谈判和最终的采购结果确认工作。 

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成员及数量由项目实施机构确定，但应当至少包括

财政预算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代表，以及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专家。涉及价

格管理、环境保护的 PPP项目，谈判工作组还应当包括价格管理、环境保护行政

执法机关代表。评审小组成员可以作为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成员参与采购结

果确认谈判。 

第十五条 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应当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候选社会资本

排名，依次与候选社会资本及与其合作的金融机构就项目合同中可变的细节问题

进行项目合同签署前的确认谈判，率先达成一致的候选社会资本即为预中标、成

交社会资本。 

第十六条 确认谈判不得涉及项目合同中不可谈判的核心条款，不得与排序

在前但已终止谈判的社会资本进行重复谈判。 

三、确认谈判主要内容 

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2014〕215 号）

等政策的有关规定，确认谈判工作组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划

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体，就本项目的可变细节进行

了确认谈判。谈判双方现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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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原内容 确认谈判后内容 

《PPP项目合同》 

1 1.1 
本项目建设内容以政府批复的设

计文件为准。 

本项目建设内容以政府最终批复的

初步设计文件为准。 

2 4.1.15 
甲方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

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甲方有权无偿使用本项目实施过程

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并用

于本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开发和建

设。 

3 4.2 甲方的一般义务 

第 4.2条款下增加 4.2.16、4.2.18

条款： 

4.2.16甲方应协调政府有关部门根

据财政部相关政策要求，将向乙方

支付的可行性缺口补助纳入市政府

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规划，并报

东方市人大批准。经东方市人大批

准之后，按照本合同约定和绩效考

核结果向乙方支付可行性缺口补

助。 

4.2.18甲方应协调政府有关部门保

证项目的基础施工条件，并负责项

目施工临时用水、用电、用气、通

讯等设施接至项目用地红线边，并

保证本项目设施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的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配套

服务。 

4 4.2.6 

甲方应负责完成项目规划、选址、

勘察、初步设计、用海申请、征

地拆迁等前期工作，按工程建设

进度计划向乙方交付本项目所需

甲方应负责完成项目规划、选址、勘

察、初步设计、用海申请、征地拆迁

等前期工作，并协调完成管线迁改

工作，按工程建设进度计划向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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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交付本项目所需场地。 

5 7.3.1 

乙方应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选择

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工

程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费

用由乙方支付并计入项目总投

资。施工图设计费用的支付须按

照东方市政府相关政策规定执

行。 

乙方应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选择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工程的

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费用由乙

方支付并计入项目总投资。 

6 7.6.2 

在任何时候，如果一方合理地预

计由该方负责完成的任何事项将

导致第 7.6.1 条款所规定的某一

项目进度不能如期完成，该方应

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合理地详细描

述以下情况： 

在任何时候，如果一方合理地预计

由该方负责完成的任何事项将导致

第 7.6.1条款所规定的某一项目进

度不能如期完成，该方应及时书面

通知另一方并合理地详细描述以下

情况： 

7 7.12 资金管理 

7.12资金管理条款下增加7.12.6条

款： 

7.12.6 乙方应要求施工总承包单

位每月进行工程量计量和申报，甲

方与乙方根据实际情况每月进行工

程计量和投资金额的核定。 

8 

7.17.2

（a）、

7.17.2

（b） 

（a)若在任何时候，由于甲方原

因造成工程实际进度落后于经甲

方认可的进度计划时，则视为甲

方工程延误。当出现甲方工程延

误导致完工日迟于约定初步完工

日三十（30）日时，每延误一（1）

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赔偿

金伍仟元（¥ 5,000）。以上延误

违约赔偿金总金额累计不超过建

（a）若在任何时候，由于甲方原因

造成工程实际进度落后于经甲方认

可的进度计划时，则视为甲方工程

延误。当出现甲方工程延误导致完

工日迟于约定初步完工日三十（30）

日时，每延误一（1）日，甲方应向

乙 方 支 付 违 约 赔 偿 金 伍 仟 元

（¥ 5,000）。以上延误违约赔偿金

总金额累计不超过建筑安装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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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安装工程费用总价的百分之二

（2%）。如因甲方工程延误，导

致乙方增加的相关费用经双方确

认后计入项目总投资； 

（b)若在任何时候，由于乙方原

因造成工程实际进度落后于经甲

方认可的进度计划时，则视为乙

方工程延误。乙方应及时修订施

工进度计划，并采取措施加快施

工进度，以确保实际进度同工作

进度计划相一致。当出现乙方工

程延误导致完工日迟于约定初步

完工日三十（30）日时，每延误

一（1）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

约赔偿金伍仟元（¥ 5,000）。以

上延误违约赔偿金总金额累计不

超过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总价的百

分之二（2%）。如因乙方工程延

误，累计违约赔偿金达到上述上

限，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 

用总价的百分之二（2%）。如因甲方

工程延误，导致乙方增加的相关费

用经双方确认后计入项目总投资。

如因甲方工程延误，延误的工期产

生的建设期利息计入项目总投资； 

（b）若在任何时候，由于乙方原因

造成工程实际进度落后于经甲方认

可的进度计划时，则视为乙方工程

延误。乙方应及时修订施工进度计

划，并采取措施加快施工进度，以确

保实际进度同工作进度计划相一

致。当出现乙方工程延误导致完工

日迟于约定初步完工日三十（30）日

时，每延误一（1）日，乙方应向甲

方 支 付 违 约 赔 偿 金 伍 仟 元

（¥ 5,000）。以上延误违约赔偿金

总金额累计不超过建筑安装工程费

用总价的百分之二（2%）。如因乙方

工程延误，累计违约赔偿金达到上

述上限，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

如因乙方工程延误，延误的工期产

生的建设期利息不计入项目总投

资； 

9 7.12.3 

生效日后七（7）日内，乙方应在

东方市的银行设立工程建设资金

专户，甲方有权查看账户资金金

额及使用情况，乙方应给予配合。 

生效日后七（7）个工作日内，乙

方应在东方市的银行或甲方认可的

银行设立工程建设资金专户，甲方

有权查看账户资金金额及使用情

况，乙方应给予配合。 

10 7.15.1 （a）乙方的主要管理人员应按本 （a）乙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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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时所报人员到位，原则

上不得变动；特殊情况下需变动

时，应提前七（7）日事先获得甲

方的批准和对替代人员的认可；

（b)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若乙方

的主要管理人员不能满足履行本

合同条件的要求，应甲方的要求

乙方应及时更换或增加人员。 

不得变动；特殊情况下需变动时，

应提前七（7）日事先向甲方书面

报备并获得甲方对替代人员的认

可；（b)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若乙

方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能满足履行本

合同条件的要求，应甲方的要求乙

方应及时更换或增加人员。 

11 7.17.3 
甲方可随时指示乙方暂停进行部

分或全部工程。 

甲方可采用书面通知形式指示乙方

暂停进行部分或全部工程。 

12 8.10.1 

合作期内，如乙方出现以下违约

行为，甲方有权实施临时接管： 

（a)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质量、

生产安全事故的； 

（b)擅自转让、出租、质押经营

权的； 

（c)擅自停业、歇业，严重影响

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 

（d)适用法律禁止的其他行为。 

合作期内，如乙方出现以下违约行

为，甲方有权实施临时接管： 

（a)因乙方原因，发生重大质量、生

产安全事故的； 

（b)擅自转让、出租、质押经营权

的； 

（c)擅自停业、歇业，严重影响到社

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 

（d）适用法律禁止的其他行为。 

13 10.2.1 

10.2.1 可用性服务费的计算 

在项目工程经甲方或双方认可的

机构出具本项目审核报告后十五

（15）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按以

下公式计算可用性服务费，并经

东方市财政局核定后作为支付依

据： 

10.2.1 可用性服务费的计算 

在项目工程经甲方或双方认可的机

构出具本项目审核报告后十五

（15）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按以下

公式计算可用性服务费： 

14 10.3.1 项目总投资及计算依据 
后续 PPP项目合同签署时将补充中

标人投报的报价条件。 

15 10.3.4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计费标准 补充：《海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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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程综合定额(2017)》、《海南省市

政工程综合定额(2017)》、《海南

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7)》、

《海南省园林绿化与仿古建筑工程

综合定额(2013)》。 

《合资合同》 

1 8.4.9 

其它根据法律规定属于董事会职

权范围的事宜及本合同或章程规

定需由董事会一致作出决议的公

司事宜； 

本合同或章程规定需由董事会一致

作出决议的公司事宜； 

2 10.2.1 

经营管理机构由高级管理人员组

成，包括总经理一（1）人，副总

经理若干人，财务总监一（1）人，

总工程师一（1）人。高级管理人

员由董事会聘任，其中总经理由

乙方提名、董事会聘任，副总经

理由甲方提名一人、董事会聘任；

若乙方为联合体，建设期内总经

理由联合体牵头人委派。总经理、

副总经理每届任期三（3）年。财

务总监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

经理或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 

经营管理机构由高级管理人员组

成，包括总经理一（1）人，副总经

理若干人，财务总监一（1）人。高

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其中总

经理由乙方提名、董事会聘任，副总

经理由甲方提名一人、董事会聘任。

总经理、副总经理每届任期三（3）

年。财务总监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由总经理或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

任。 

3 10.2.4 

如本项目成功引入国家或省级

PPP 基金，则项目公司管理人员

的设置由甲方、乙方、PPP基金进

一步协商确定。若乙方为联合体，

则建设期内项目公司总经理由乙

方联合体牵头人委派。 

如本项目成功引入国家或省级 PPP

基金，则项目公司管理人员的设置

由甲方、乙方、PPP基金进一步协商

确定。 

4 19.3 如果本合同的条款和规定与公司 如果本合同的条款和规定与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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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有任何抵触，应以本合同条

款和规定为准。 

程有任何抵触，应以本合同条款和

规定或相关补充合同和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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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存在的分歧问题： 

无。 

五、本次确认谈判备忘录一式陆份，对双方均具有相同的法律约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