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木伦湖南岸顺泰苑北封闭式体育锻炼场馆项目施工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惠众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内蒙古远通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乌兰木伦湖南岸顺泰苑北封闭式体育锻炼场馆项目

招标项目编号  E1506271506003244001

标段（包）名称  施工标段

标段（包）编号  E1506271506003244001001

开标时间  2021年11月23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  伊金霍洛旗分中心不见面直播大厅

公示期  2021年11月25日 至 2021年11月29日

发布媒介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内蒙古招标投标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内蒙古自治区
公共资源交易网》、《鄂尔多斯公共资源交易网（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
网）》、《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伊金霍洛旗分中心网》。

最高限价  6703288.0000元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艺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报价 6636064.5500元

工期（交货期） 350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和【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资质，同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崔彦军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编号：NMG0008327，注册号：蒙215070804633，
安考证：蒙建安B(2018)023712，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业绩（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

项目负责人获奖（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

技术负责人姓名
（或项目总工）

魏海周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建筑工程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01028613

技术负责人业绩
（或项目总工）

//

技术负责人获奖
（或项目总工）

//

投标人业绩

业绩一
项目名称：伊旗阿镇供热锅炉脱硫脱硝除尘技术改造及供热防尘治理工程PPP项目
发包人名称：江苏新宇天成环保有限公司
合同价：16800000.00元
签订时间：2018年7月8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阿镇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施工一标段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圣圆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19918189.00元
签订时间：2018年7月1日
业绩三
项目名称：乌兰木伦镇金龙路北A5-02地块二期项目6#楼S4#楼工程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富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18975000.00元
签订时间：2018年9月1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神东公司职工家属区分离移交项目施工二标段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圣圆乌兰木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30962077.53元
签订时间：2020年5月9日
业绩五
项目名称：乌兰木伦镇寸草塔棚户区改造商住区回迁房安置项目
发包人名称：陕西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价：6780240.00元
签订时间：2018年8月7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暂停或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提供相关承诺书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②近年
（2018年至今）内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提供相关承诺书
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③近年（2018年-至今）
在招投标活动或建设过程中有不良行为，有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处罚和停
止投标等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相关承诺书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2）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在评标过程中招标人将在上
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评标委员会
将否决其投标。）
（3）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未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
,在评标过程中招标人将在上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4）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站（http://jzsc.mohurd.gov.cn/hom
e）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在评标过
程中招标人将在上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5）证书名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18年11月07日
有效期至： 2021年11月06日
（6）证书名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18年11月07日
有效期至： 2021年11月06日
（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18年11月07日
有效期至： 2021年11月06日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安全员 岗位证编号：1520171160910426 ；蒙建安C2
（2018）0232715:越刚;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市政工程;
(2)预算员
岗位证编号：1520171190910193:郝俊霞;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市政工程
;
(3)施工员
岗位证编号：1520171010910153:冯继霞;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土建;
(4)材料员，证书编号：1520181110910036:侯瑞桃;资格或职称://;专业://;
(5)
资料员，证书编号：1520171140910242:刘艳芳;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建
筑工程;
(6)
质检员，证书编号：1520171060910137:杨美宽;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建
筑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大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6696213.2600元

工期（交货期） 350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和【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资质，同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陈宁宁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编号：JZ00467991，注册号：陕161151614935，
安考证：陕建安B（2013）0009217，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业绩（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

项目负责人获奖（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

技术负责人姓名
（或项目总工）

许洪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0075774

技术负责人业绩
（或项目总工）

//

技术负责人获奖
（或项目总工）

//

投标人业绩

业绩一
项目名称：一二七中学新建教学楼工程
发包人名称：沈阳市铁西区教育局房产基建办公室
合同价：52110541.58元
签订时间：2019年
业绩二
项目名称：志丹县鼎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000头繁育场项目土建、钢构、装饰
、水电安装、漏粪板安装总承包工程
发包人名称：志丹县鼎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价：59680000.00元
签订时间：2018年3月30日
业绩三
项目名称：石嘴山至银川高速公路镇朔湖服务区及银川至中宁公路
（银川至滑石沟段）闽宁服务区工程施工（一标段镇朔湖服务区）
发包人名称：宁夏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价：55183333.43元
签订时间：2020年2月4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枫林湾四期
发包人名称：银川建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价：108038004.00元
签订时间：2018年4月2日
业绩五
项目名称：袁大滩矿井及选煤厂项目新增封闭矸石棚工程I标段
发包人名称：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56701626.59元
签订时间：2020年11月12日
业绩六
项目名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廉政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投资工程基本建设服务办公室
合同价：45668718.00元
签订时间：2019年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暂停或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提供相关承诺书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②近年
（2018年至今）内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提供相关承诺书
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③近年（2018年-至今）
在招投标活动或建设过程中有不良行为，有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处罚和停
止投标等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相关承诺书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2）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在评标过程中招标人将在上
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评标委员会
将否决其投标。）
（3）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未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
,在评标过程中招标人将在上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4）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站（http://jzsc.mohurd.gov.cn/hom
e）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在评标过
程中招标人将在上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5）证书名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08年08月04日
有效期至： 2023年07月01日
（6）证书名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08年08月04日
有效期至： 2023年07月01日
（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08年08月04日
有效期至： 2023年07月01日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安全员 安考证编号：AQZ10140342，陕建安C2
（2014）0007349:赵挺;资格或职称:中级工 程师;专业:建筑工程;
(2)施工员 岗位证编号： SGZ04123057:杜少波;资格或职称:中级工
程师;专业:建筑工程;
(3)质检员 岗位证编号：ZLZ04120830:张月;资格或职称:中级工
程师;专业:建筑工程;
(4)资料员 岗位证编号： ZIZ10140373:刘萌;资格或职称:中级工
程师;专业:建筑工程;
(5)材料员 岗位证编号：CLZ04120417:何余瑛;资格或职称:中级工
程师;专业:建筑工程;
(6)预算员 岗位证编号：096135672:张戈;资格或职称:中级工 程师;专业:建筑;

其他公示内容 //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山西华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6698480.0200元

工期（交货期） 350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和【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资质，同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李丽芬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编号：140000101105072，注册号：晋2141012233
75，安考证：晋建安B（2018）0003698，中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业绩（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



项目负责人获奖（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

技术负责人姓名
（或项目总工）

王妙军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建筑工程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1008136

技术负责人业绩
（或项目总工）

//

技术负责人获奖
（或项目总工）

//

投标人业绩

业绩一
项目名称：山西北方晋东化工有限公司职工家属区建筑能效提升工程暨物
业分离维修改造项目（一标段）
发包人名称：阳泉洁诚物业服务中心
合同价：12510323.48元
签订时间：2019年5月10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 山西晋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炼钢系统钢
结构工程第二标段第一区段[主厂房E~H跨1~8和GH跨9~13线
（不含13线钢柱）]劳务分包
发包人名称：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价：16805662.83元
签订时间：2018年
业绩三
项目名称：厂区钢结构厂房库房
发包人名称：山西潞盛鑫碳酸钙纸业有限公司
合同价：56000000.00元
签订时间：2019年5月14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屯留县路村乡第一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
发包人名称：屯留县路村乡第一中学
合同价：25196551.44元

签订时间：2018年6月21日
业绩五
项目名称：长子县人民法院新建审判法庭达标工程建设项目（加层）
发包人名称：长子县人民法院
合同价：12152928.20元
签订时间：2019年11月29日
业绩六
项目名称：西马匠社区城中村改造回迁A地块1#、4#住宅楼、幼儿园及社区服务楼
发包人名称：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办事处西马匠社区居委会
合同价：76817675.55元
签订时间：2018年11月22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暂停或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提供相关承诺书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②近年
（2018年至今）内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提供相关承诺书
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③近年（2018年-至今）
在招投标活动或建设过程中有不良行为，有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处罚和停
止投标等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相关承诺书并加盖公章，详见招标文件第八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2）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在“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在评标过程中招标人将在上述网站对投标
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
（3）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未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
,在评标过程中招标人将在上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4）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站（http://jzsc.mohurd.gov.cn/hom
e）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投标文件中附网页查询结果彩色截图,在评标过
程中招标人将在上述网站对投标单位进行核实，核实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5）证书名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0年11月29日
有效期至：2023年11月28日
（6）证书名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0年11月29日
有效期至： 2023年11月28日
（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0年11月29日
有效期至：2023年11月28日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预算员 岗位证编号：建
[造]15140004570:徐志科;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建筑工程;
(2)资料员
岗位证编号：14181140101566:任耿莹;资格或职称://;专业:建筑工程;
(3)安全员 岗位证编号：14189010101766安考证:晋建安C
（2017）0009718:李晨;资格或职称://;专业:建筑工程;
(4)施工员 岗位证编号：14181010101780:冯川;资格或职称://;专业:土建;
(5)材料员
岗位证编号：14181110100513:武佳玉;资格或职称://;专业:建筑工程;
(6)质检员 岗位证编号：14181060101304:孟兆;资格或职称://;专业:土建;

其他公示内容 //



否决投标情况

序号 投标人名称 被否决投标原因 否决投标依据

1 山西同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新点软件评标系统自动清
标结果，经专家组集体核实，
自动清表结果属实，在工程量
清单中的1050707001003散水
、坡道，011210005003中的成
品隔断，011407005002中的金
属构件刷防火涂料在招标文件
中的工程量清单中未体现，与
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不符。

按照招标文件招标办法要求“
符合第五章“工程量清单”给
出的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
及“编制说明”相关要求与规

定。”

开标记录表(见附件)

异议与投诉

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应当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
出，联系人：尚先生 ，联系电话：15344024488 。若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
行为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行业主管部门（伊金霍洛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投诉，
联系人：赵先生，联系电话：0477-8686656 。如发现交易服务平台及相关工作人员有违规违纪行为，向鄂尔多
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管理科提出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联系电话：0477-
8398019。

补充说明

招标人（章）： 招标代理机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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