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⒛⒛ 年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 (中 国站 )

招标书

招标单位: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

日  期:⒛19年 5月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 ⒛⒛ 中国主场赛区招标

第一部分 项目介绍

一、项 目

2020年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 (中 国站)

二、赛事简介

(一 )赛制及参赛队

参赛队为世界排名靠前的中国、荷兰、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阿根廷、德国、美国、

比利时共 9支队伍。

为减少竞赛运营及参赛成本,提高观赏性,⒛⒛ 年将与⒛21年共同完成一个完整的主

客场竞赛周期。即:中国将在 ⒛⒛ 年主场对阵 8支参赛队伍中的 4支 ,每支队伍连打 2场

组成一站比赛。同理,中国队还将作为客队分别与另外 4支队伍进行 2场客场比赛。

(二 )比赛日期

站次 场次 日期 对阵队伍

第一站
1 1,10 中国 VS荷兰

2 1.12 中国Ⅶ 荷兰

第二站
3 2,8 中国 VS比利时

4 2,9 中国 泠 比利时

第三站
5 3.13 中国VS澳大利亚

6 3,15 中国VS澳大利亚

第四站
7 5.22 中国 Ⅶ 新西兰

8 5.24 中国 鸸 新西兰

(三 )赛事播出

全世界曲棍球爱好者可实时收看到所有场次精彩赛事。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以下简称 FIH

拥有赛事播出权益并负责相关制作及播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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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标的物

标的物名称 标的物数量 标的物标准 有效期

2020年女子曲棍球世界超

级联赛 (中 国站)办赛权
四站赛事 (8场比赛 )

符合FIH及中国曲棍球协

会相关办赛要求
1年

第三部分 招标须知

一、投标机构

(一 )合格的投标机构

1、 具有合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资格 ;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

3、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

4、 参加此项投标活动前一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约、重大诉讼和违法记录。

5、 目前投标人及投标人的股东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不良征信记录 ;

(二)投标条件

1、 投标单位应拥有标准 11人制室外曲棍球场地 (至少 1块 ,拥有两块以上者优先)的所有

权。

2、 投标单位应至少拥有 1块草皮需符合 FIH全球精英级 (Globa1Ehte)标 准,并能出具

FIH认可的官方检测机构的达标检测报告及 FIH草皮认证证书。如投标期间未能完成草皮铺

设,投标单位需提供草皮能达到 FIH全球精英级标准的保证书。

3、 投标单位应拥有或保证临时搭建 30OO座席看台。

4、 投标单位应有能力与当地市、区级政府依法取得良好沟通的能力。

5、 投标单位应为拥有或保证临时租借赛时体育展示工作提供现场可控音响设备、有线及无

线麦克和视频播放设备;计时记分大屏和体育展示大屏 (彩屏 )。

6、 投标单位应拥有或保证搭建符合国际曲联要求相应功能用房 (见功能房需求清单),如 :

运动员、裁判员更衣室 (确保训练及比赛期间有热洗澡水 )、 国际组织和国内技术人员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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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医疗和兴奋剂检测房间,视频裁判工作室 (可直接观看比赛 )、 体育展示工作间、媒体

记者/电视评论员工作间 (可直接观看比赛 )、 贵宾室、电视制作房间等;兴奋剂检测室需有

等候间、控制间、卫生间。

7、 投标单位应至少拥有或保证临时租用 2根独立带宽 (上传速度不低于 10M/S)网 络,以确

保媒体工作间及记录台的网络使用。应积极迎合时代发展,尽可能提升网速及覆盖面,满足

网络、电视、媒体的需求 (不排除巛、sG)

8、 本
“
投标单位条件

”
中所述事宜所产生费用均由相应中标单位承担。

(二 )投标单位义务

1、 成立赛区组委会,确保当地政府在建设许可、用工许可、执照许可、安保服务、医疗\检

疫服务、观众服务、突发事件应急与处理、广播频率、公共交通、公共卫生、公安、电讯、

网络服务、电力\水力提供、食品安全、气象信息和旅游服务等方面给予赛事支持,以保证

比赛的顺利进行。

2、 保证正式比赛期间的所有场地、房间及器材的正常运行,且有保障人员全程在场维护。

3、 按国际曲联要求提供功能房内办公设备 (见设备清单),在 比赛场地为国际曲联准备办公

室 1间 ,内设必要办公设备如:电脑、电话传真 (国际)、 打印机、扫描仪、宽带上网、冰

箱等。

4、 比赛馆内设立新闻中心 (可容纳 40人 ),提供新闻记者必要的电脑、网络、传真、复印、

电源、白板、桌椅等工作条件。设立新闻发布室和独立采访室各一间;

5、 协助确定两个赛会定点酒店做好赛事接待工作。

6、 沟通市区公安及市区政府认可的安保公司雇佣安保人员。

7、 沟通市区距离比赛场地最近的三甲医院,在赛前 1天训练日及比赛日提供救护车及医务

人员等医疗保障。

8、 召集志愿者及有曲棍球经验的球童为比赛提供必要服务。

9、 按规定提供运动队每场比赛医用冰块。根据运动队要求提供冰浴用冰 (费用白理),每间

更衣室提供可容纳 ⒊6人的冰浴桶或充气型冰浴池。

10、 为国际曲联进行电视制作有关事宜提供便利和必要的帮助,预留直播车车位、为直播车

提供电力及协助布线、搭建摄像机位台等事宜;

11、 配合赛事运行/推广、宣传及赛事周边活动、协助支持场地布置工作。

12、 沟通市政做好赛事的交通规划和管理工作,为官员、运动队、观众和ⅤIP等客户群指定

专用的免费停车场和落客地点。做好交通志愿者培训和交通引导工作。

13、 在场馆内提供赛前、赛中会议场所,协助国际曲联和甲方做好赛前相关会议的组织工作 ;

14、 根据安保和竞赛通道流线需求,提供足量软硬隔离设备。

15、 负责做好场馆内、竞赛区域、场馆外围的流线设置工作。设置安检门、景观制作搭建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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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FOP景观必须按照 FIH相关要求完成 )。

16、 协助做好国际曲联和中国曲棍球协会交办的与赛事有关的其它工作。

17、 本
“
投标单位义务

”
所述事宜所产生费用均由相应中标单位承担。

18、 如国家体育总局对该赛进行专项拨款,相关费用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和政策依法

下拨中标单位。

19、 赛事商业运营推广权益属中国曲棍球协会。

二、招标

(一 )本次招标活动是在公开、公正、平等的原则下进行的,受法律约束和保护 ;

(二 )投标单位须遵守本招标书的全部公示事项 ;

(三 )投标单位应当通过经招标人认可的全部资格审查 ;

(四 )报名单位有权在规定的咨询 (报名)时间内了解已公开的标的物情况,有权获得标书

等有关资料,一旦投标即表明己完全了解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中国主场赛区招标书》

的全部内容及本次投标规定,并承诺为自己的投标行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

(五 )投标时间 (北京时间):zO19年 5月 7日 至 18日 (节假日除外 )

上午 9:00至 11:OO:下午 14:O0至 16:oO。

投标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甲2号

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中心曲棍球部。

联系人:刘志鹏 (电话:010ˉBT18ss仰 )

(六 )投标文件的组成 :

“
投标文件

”
至少应包括下列部分 (每页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1、 有效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复印件 ;

3、 投标保证书 (盖有投标单位公章)原件 (附件二 );

4、 投标单位所拥有草皮、场馆等硬件照片打印件。

(七 )投标文件格式

1、 标书中凡提供投标文件格式的内容,应按格式填写,其余未提供格式的内容可自行编写 ;

2、 投标文件应用艇 纸打印、装订成册 ;

4



m
p
R
ο3

 
 
 
4
 
 
 
5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 ⒛zO中 国主场赛区招标

投标单位的标书应装在密封档案袋中,且该密封档案袋中不得再含有其他密封文档 ;

投标文件将被保密保存,但不退还 ;

电报、电话、传真形式的投标文件概不接受。

三、开标

(一 )开标时间 (北京时间):⒛19年 5月 ” 日下午 14:00

开标地点: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中心会议室

(二 )投标单位可派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一人出席开标。未出席的单位将在开标后电话

告知结果。

(三 )投标单位投标的标书将在开标当场开启,由行业专家、协会代表组成的评标委员会统

一评标,并当场确定中标单位 ;

(四 )中标方式:以投标单位所能提供办赛条件等综合条件优越者为中标单位。

(五 )开标后,对未中标单位不做未中标原因的解释。

三、其他

(一 )禁止中标人向任何第三方转让中标项目,或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二 )投标单位应当遵守开标现场内公共秩序,不得有串通投标或阻碍、干扰正常开标活动

的行为,一经发现,招标人有权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三 )中标单位须在 7日 内,与招标人依法签订承办赛事合同。

(五 )承办合同经合作双方单位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立即生效。

本招标书解释权归中国曲棍球协会。

鄱棍惕
矛蜘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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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封面 )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

zOzO中 国土场赛区

招标文件

投标单位全称 :

(盖章 )

法人代表 :

(签 字)

授权代表 :

(签 字)

投标时间:

联系电话 :

投标单位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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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投标保证书 )

甲方 :

乙方 :

中国曲棍球协会

(单位或公司)

乙方通过公开招标申请获得甲方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中国主场赛区》项目承办权,现

做以下保证 :

一、 申请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中国主场赛区》项目承办权,合作时间为 2020

年 1月 1日 至 zO20年 12月 31日 。

二、 乙方己经拥有或保证与赛前拥有《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中国主场赛区招标书》

中所提相关条件

三、 乙方同意履行 《女子曲棍球世界超级联赛中国主场赛区招标书》中所提条款。

四、 甲乙双方商定  年  月  日签订正式合同。

五、 本意向书是双方合作的基础。甲乙双方的具体合作内容以双方的正式合同为准。

本意向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如有违约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乙 方 :

代表人 :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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