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標方案》 

第 4/P/2017號公開招標 

“南灣‧雅文湖畔 S1、 S5、 S6、 S11和 S12餐飲商舖之租賃”公

開招標 

1. 標的 

是次招標是為南灣‧雅文湖畔 S1、 S5、 S6、 S11和 S12餐飲商舖之出租分別作

判給，以經營定位高檔、風格優雅及休閑的餐飲服務。 

 

2. 招標制度 

按本《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執行，當中未作特別規範者，後補適用經十月

十一日第 57/99/M 號法令核准之《行政程序法典》、經五月十五日第 30/89/M 號

法令所修改的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 號法令、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及

《民法典》。 

 

3. 投標資格 

投標者 / 公司必須於公告所指的截標日期前，已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門”)政

府財政局和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作開業及商業登記。個人投標者必須為澳門居民；

倘為公司，澳門居民佔其股權比例須為百分之五十（50%）以上。 

 

4. 租金底價及臨時保證金 

4.1 租金底價：每個商舖月租澳門幣壹萬陸仟元正（MOP16,000.00）。 

4.2 為保證準確及依時履行因提交投標書而須承擔的義務，投標者 / 公司應於截

標日期前以現金存款或法定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臨時保證金，每競投一個商

舖的臨時保證金金額為澳門幣貳萬元正（MOP20,000.00）。 



 

 

 

4.3 若以銀行擔保提交臨時保證金，受益人為“旅遊學院”，該法定銀行擔保的被

擔保人名稱必須與投標者 / 公司名稱一致。 

4.4 若以現金存款提交臨時保證金，該現金存款應提交至澳門望廈山旅遊學院啟

思樓“出納及查詢處”，旅遊學院將發出收據憑證，交款人名稱必須與投標者 / 

公司名稱一致。 

4.5 未獲判給的投標者 / 公司在投標書有效期屆滿，又或投標書不被接納時，有

權要求返還作為臨時保證金的現金存款或解除法定銀行擔保。 

 

5. 投標書數量及租賃商舖數量 

5.1 投標者 / 公司可競投一個至五個商舖，但只需提交一份投標書。 

5.2 南灣‧雅文湖畔 S1、 S5、 S6、 S11 和 S12 商舖將分別判給予投標者 / 公

司： 

商舖編號 

 

面積 

 

電錶功率 

 

可獲得 10%評分的餐飲

類型 

S1 約 117平方米 3x50安培 壽司店 

S5 約 81平方米 3x50安培 咖啡廊 

S6 約 84平方米 3x50安培 飲料場所 

S11 約 68平方米 3x50安培 雪糕甜品店 

S12 約 117平方米 3x50安培 薄餅店 

 

6. 諮詢及解釋 

6.1 如對本招標資料內容有任何疑問，應於 2017年 11月 10日下午五時正前，以

書面方式向旅遊學院提出，該文件可傳真至 8598 3184、電郵至

emily@ift.edu.mo 或直接遞交至澳門望廈山旅遊學院啟思樓“出納及查詢處”，

並須在其傳真頁面、電郵主旨或信封正面列明是次招標編號及名稱。 

 



 

 

 

6.2 所有按第 6.1點提出的疑問將於 2017年 11月 24日起，以書面方式回覆，並

作為本項公開招標的“附加資料文件”，存放於澳門望廈山旅遊學院啟思樓“出

納及查詢處”及上載於旅遊學院網頁，供投標者查閱或索取。 

6.3 如對遞交投標書程序有任何疑問，利害關係人可在辦公時間內透過電話

（8598 1458 或 8598 1457）向旅遊學院查詢，旅遊學院將按照招標資料的內

容作回覆。 

 

7. 投標書的形式 

7.1 本《招標方案》第 8 點所述的文件必須以澳門任一官方語文撰寫，不可有塗

改、行間插寫或劃去文字。打印須用同類字體，如屬手寫，則須用相同的字

跡及墨水，但不可以鉛筆書寫。 

7.2 投標者必須在投標書所有文件上簽名，倘為公司則須由其合法代表簽署，並

另行加蓋公司印章。 

7.3 若由受權人簽署，應附具經公證授權賦予其簽署的權力的授權書。 

7.4 投標者 / 公司在投標書中應表示訂立合同之意願及指出訂立合同之條件。 

 

8. 投標書的組成 

 

投標書由“文件”及“租金建議書”組成 

8.1 文件 

8.1.1 經營方案及經投標者 / 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簽署的及經公證認證簽

名的個人履歷資料； 

8.1.2 商舖未來四十八個月所銷售的餐飲資料，須包括餐單、簡介及圖片； 

8.1.3 對商舖之室內規劃方案，當中必須包括以下三項內容，而每項內容應

獨立編寫： 

8.1.3.1 設計概念描述； 



 

 

 

8.1.3.2 場地規劃方案及功能分區圖，須列明各分區之功能及面積，尤

其是客座數量； 

8.1.3.3 場地佈置設計方案及效果圖或設計概念示意圖。 

8.1.4 投標者 / 公司的簡介（格式參照附件一）； 

8.1.5 已繳交臨時保證金的證明文件，即銀行擔保的正本或由旅遊學院發出

的臨時保證金收據憑證正本或鑑證本； 

8.1.6 由投標者 / 公司簽署及經公證認定的聲明書。在聲明書內須聲明如獲

是次判給，定必在獲通知之日起八日內繳付相等於兩個月的月租金作

為確定保證金（格式參照附件二）； 

8.1.7 由投標者 / 公司簽署及經公證認定的聲明書。在聲明書內須聲明如獲

是次判給，定必僱用澳門本地僱員或合法外地僱員提供服務（格式參

照附件三）； 

8.1.8 投標者 / 公司合法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之鑑證本； 

8.1.9 投標公司成立及變更的商業登記正本或鑑證本，其應於遞交當天計起

前三個月以內簽發； 

8.1.10   倘有證明已繳交或獲豁免繳交最近年度營業稅的文件正本或鑑證本；   

8.1.11 由財政局發出的“無欠稅記錄證明文件”正本或鑑證本，其應於遞交當

天起計前三個月內簽發； 

8.1.12 投標者 / 公司認為有利評估其素質而提交的文件，惟這些文件不能與

《招標方案》或《承投規則》的規定相抵觸； 

8.1.13 載有本《招標方案》第 8.1.1點至 8.1.4點所指文件之光碟。 

8.2 倘投標者 / 公司所提供的文件未符合第 8.1.1點至第 8.1.4點內任一內容的要

求或資料不足，將影響投標者 / 公司的得分。 

8.3 租金建議書 

8.3.1 租金建議書參照本《招標方案》附件四的格式編制，並須由投標者 / 

公司或其合法代表簽署。 



 

 

 

8.3.2 租金之金額應以澳門幣訂出，並以中文大寫及阿拉伯數字標出，倘兩

者存有差異，則以中文大寫作準。 

8.3.3 建議的租金金額視作確定，在判給後首二十四個月不得更改，自第二

十五個月起，判給實體有權按市場經濟情況每年調整租金，但加幅上

限不超過 10％。 

 

9. 遞交投標書的方式 

9.1 本《招標方案》第 8.1 點所指之文件應放入一個不透明的信封內，並以火漆

密封，然後在信封正面註明“文件”字樣、投標者 / 公司的名稱、招標編號及

名稱。 

9.2 本《招標方案》第 8.3 點所指之租金建議書應放入另一個不透明的信封，並

以火漆密封，然後在信封正面註明“租金建議書”字樣、投標者 / 公司的名

稱、招標編號及名稱。 

9.3 投標者 / 公司應將上述兩個信封一併放入第三個不透明的信封內，並同樣須

以火漆密封，然後在信封正面註明“外層信封”字樣、投標者 / 公司的名稱、

招標編號及名稱。 

 

10. 遞交投標書的地點及期限 

10.1 投標書應於 2017年 12月 27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正或之前直接遞交或以

雙掛號信方式寄至澳門望廈山旅遊學院啟思樓“出納及查詢處”。 

10.2 投標者 / 公司遞交投標書的時間是以旅遊學院收到投標書的時間為準，

倘若以郵遞方式遞交投標書而可能出現之遲誤或遺失，這純屬投標者 / 公司

的責任。 

10.3 倘若因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原因，澳門之公共部門於截止遞交投標書當日曾停

止對外辦公，則遞交投標書的截止日期及時間順延至緊接之首個工作日及相

同之截止時間。 

 

 



 

 

 

11. 投標書的有效期 

投標書有效期為九十日，由開標日起計，並可按七月六日第 63/85/M號法令第 36

條的規定延期。 

 

12. 投標書的不被接納 

12.1 投標書在下列情況下不被接納 

12.1.1 投標書於公告訂定的期限後遞交； 

12.1.2 投標書不遵守第 3點、第 4.1點至第 4.4點的規定； 

12.1.3 欠缺第 8.1.1 點至第 8.1.5 點所指任一文件或第 8.3.1 點所指的租金建

議書； 

12.1.4 投標書不遵守第 7.1點、第 7.2點或第 9點的規定。 

12.2 投標書在欠缺本《招標方案》第 7.3 點或第 8.1.6 點至 8.1.11 點所指任一文

件或須認證簽名的文件未經認證的情況下只獲有條件接納，為此，投標者 / 

公司須於開啓標書後二十四小時內補正有關不當情事，否則投標書不被接

納。 

 

13. 公開開標會議 

13.1 公開開標會議定於 2017年 12月 28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在澳門望廈

山旅遊學院啟思樓大禮堂舉行。 

13.2 倘截標日期根據上述第 10.3點被順延、又或公開開標當天因颱風或其他不可

抗力之原因以致公共部門曾停止對外辦公，則公開開標之日期及時間順延至

緊接之首個工作日及相同時間。 

13.3 在上述所指之開標預定日期及時間內，將由判給實體為開標而委任的委員會

進行開標及檢查本《招標方案》第 8.1 點及第 8.3 點所要求之文件是否齊備

及有關文件是否符合要求。 

13.4 在開標會議中，將決定完全接納符合條件之投標書，以及有條件接納且獲批

准修改可彌補之錯誤之投標書，及不被接納的投標書。 



 

 

 

13.5 投標者 / 公司或其合法代表可參與開標會議，以便就委員會的決議，根據七

月六日第 63/85/M號法令第 25條及續後數條的規定提出聲明異議。 

13.6 投標者 / 公司或其合法代表可由受權人代表，此受權人應出示經認證獲授權

的授權書，或出示可證明其具代表權的文件，以便委員會可核實其資格。 

 

14.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 

 

評分參項 描述 百份比 

餐單內容 
商舖未來四十八個月所銷售的餐飲資料，須包括

餐單、菜餚簡介及圖片。 
25% 

租金 得分＝租金金額 ÷ 最高的租金金額 × 20% 20% 

投標者 / 公司的經驗 

 

餐飲服務之經驗： 

經營四月一日第 16/96/M號法令第六條第一款所
指的餐飲場所之經驗，經驗不足兩年，不獲得
分；按照經驗時間，評分如下： 

1. 具備兩年或以上經驗，得 5% 

2. 具備四年或以上經驗，得 10% 

3. 具備六年或以上經驗，得 15% 

4. 具備八年或以上經驗，得 20% 

20% 

經營方案及管理團隊 
經營方案，及管理團隊的個人學歷、工作經驗或

等資料 
15% 

餐飲類型 經營《本招標方案》第 5.2點所指的餐飲類型 10% 

室內規劃方案 

包括設計概念描述、場地規劃方案及功能分區

圖、場地佈置設計方案及效果圖或設計概念示意

圖。 

10% 

 

15. 判給及不判給權之保留 

15.1 判給實體根據各投標書內之資料、本《招標方案》所訂的評標標準及其所佔

之比重，按每個商舖的整體評分最高者的準則而作判給。 



 

 

 

15.2 倘整體評分出現同分數，則以租金金額較高者而作判給。 

15.3 倘有懷疑投標者 / 公司之間出現串通、所有投標書在質量上或其他原因不符

合要求時，判給實體可作不判給的決定。 

15.4 判給實體有權基於公共利益而不作判給。 

 

16. 確定保證金 

16.1 為保證準確及依時履行因訂立合同所需承擔的義務，獲判給者 / 公司須繳交

相等於租賃商舖兩個月之月租金作為確定保證金。 

16.2 訂立合同前，獲判給者 / 公司須於接獲判給通知後八日內繳交確定保證金。 

16.3 確定保證金之繳交形式應與臨時保證金所採用之形式相同。 

16.4 倘獲判給者 / 公司不按指定期限提供確定保證金，澳門政府有權沒收該獲判

給者 / 公司的臨時保證金，而判給可視作無效。 

16.5 倘承租人瑕疵履行或不履行合同所訂定或法定的義務，旅遊學院可沒收承租

人所提交之確定保證金而不取決於司法裁判，以支付合同或適用法律所規定

的任何罰款以及債項。 

16.6 倘出現上點的情況，承租人將獲通知於八日內補足該項保證金；倘承租人不

依期補足該項保證金，旅遊學院有權單方解除合同。 

16.7 承租人於合同期屆滿並已完全確實履行所有載於合同內的義務及工作，方可

以書面形式向旅遊學院提出返還或解除已繳交確定保證金的要求。 

16.8 確定保證金不生利息，一切因繳付或提取確定保證金而導致的所有開支費用

及應繳稅項，均由承租人承擔。 

 

17. 合同擬本 

17.1 合同擬本將在判給前送交投標書獲選中之投標者 / 公司，以便投標者 / 公司

自收到合同擬本之日起五日內就此發表意見。 

17.2 倘於上點所指期間沒有異議，視為默示同意該擬本。 



 

 

 

17.3 獲判給者 / 公司繳交確定保證金後，旅遊學院將另行通知其應出席簽約的地

點和日期。 

17.4 所有與簽署合同有關的費用由獲判給者 / 公司負責。 

17.5 如獲判給者 / 公司沒有在指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出席簽訂合同，且未能於

三個工作天內向旅遊學院提出因存有不取決於其意願之充分理由而不能前往

訂立合同，則獲判給者 / 公司失去已提交之確定保證金，而有關判給的效力

亦即時終止。 

 

18. 爭訟及適用之法律 

18.1 在合同生效時出現的任何爭訟，適用澳門法律，且澳門法院有權限作出審

判。 

18.2 凡本《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沒有特別規範之事宜，後補適用經十月十

一日第 57/99/M 號法令核准之《行政程序法典》、經五月十五日第 30/89/M

號法令所修改之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 號法令、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

法令及《民法典》。 

 

19. 印花稅及其他負擔 

19.1編製投標書包括提供保證金的費用皆由投標者 / 公司負責。 

19.2 按照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規定，訂立合同的費用和其他開支皆由獲判

給者 / 公司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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