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金霍洛旗阿镇西部片区裸露土地治理工程监理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阿镇西部片区裸露土地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内蒙古锐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伊金霍洛旗阿镇西部片区裸露土地治理工程

招标项目编号  N1506271506003246001

标段（包）名称  监理标段

标段（包）编号  N1506271506003246001002

开标时间  2021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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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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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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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金长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9000%

工期（交货期）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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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鲁新钢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15003362；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202001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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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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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名称：2018
年鄂尔多斯市巴拉贡镇昌汉白村、朝凯村土地整治先建后补项目
发包人名称：杭锦旗泽祥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同金额： 1.2%
合同签订时间：2019.3.1
2、项目名称：康巴什西昌汉活少沟小流域 4#骨干坝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农牧和水利局
合同金额：3.2%
合同签订时间：2019.9.18
3、项目名称：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伊金霍洛旗小速贝等 4 座淤地坝
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伊金霍洛旗水利局
合同金额：14411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11.10
4、项目名称：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伊金霍洛旗哈拉哈图
13#等5座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伊金霍洛旗水利局



合同金额：1788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11.10
5、项目名称： 伊金霍洛旗孙家渠等 8 座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29216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8.8
6、项目名称： 2019
年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吉日嘎郎图镇高标准农田盐碱地改造建设项目
发包人名称： 杭锦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 1.75%
合同签订时间：2020.6.17
7、项目名称： 2019
年达拉特旗昭君镇、王爱召镇农田补助盐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发包人名称： 达拉特旗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金额：5514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6.10
8、项目名称： 2019 年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农田补助资金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发包人名称： 鄂托克前旗农牧业综合开发中心
合同金额：1.85%
合同签订时间：2020.4.7

投标人获奖

1、奖项名称：2018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优质结构奖
（蒙古源流影视文化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元上都（大安阁、 穆清阁））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颁发时间：2019 年 4 月
2、奖项名称：2019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优质结构金奖
（鄂尔多斯市社会福利中心建 设项目（除儿童福利院）一标段）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颁发时间：2020 年 3 月
3、奖项名称：2020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优质结构金奖
（鄂尔多斯市蒙古族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颁发时间： 2021 年 1 月
4、奖项名称：202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优质结构金奖
（准格尔旗职工文体活动中心）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颁发时间： 2021 年 1 月
5、奖项名称：202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优质结构金奖
（准格尔旗中心医院改扩建项目-综合楼）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颁发时间： 2021 年 1 月
6、奖项名称：2019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 及自治区优质样板
工程（城川镇特色小镇景观绿化工程）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 2020 年 7 月 23 日
7、奖项名称：2019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样板工程（城川镇道路及管网工程）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 2020 年 7 月 23 日
8、奖项名称：2016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杯”质量奖
（阿尔山至伊尔施环线工程）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 2018 年 1 月 8 日
9、奖项名称：2020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
（鄂尔多斯市蒙古族学校新校区项目）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 2021 年 8 月 2 日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暂停或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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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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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水利水电监理工程师:王永红;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00541554）工程师（证书编号：201801617）;专业:建筑;
(2)水利水电监理工程师:赵彦君;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00483228）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92003997）;专业:工程造价;

其他公示内容
企业取得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
证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9000%

工期（交货期）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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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王爱萍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41011063；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B01170900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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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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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名称：河南县县城北山排洪渠工程监理
发包人名称：河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金额：1564416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7.20
2、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蝉赤沟1#等15座骨干坝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伊金霍洛旗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建设办公室
合同金额：1388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7.20
3、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尔力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伊金霍洛旗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1367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4.15
4、项目名称：乌审旗纳林河防洪渠堤坝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乌审旗河道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1.75%
合同签订时间：2019.6.10
5、项目名称：新乡市凤泉区刘店干河大块段治理工程
发包人名称：新乡市凤泉区水利局
合同金额：3370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11.6
6、项目名称：鄂尔多斯拦沙换水试点工程监理二标段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水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拉特旗分公司
合同金额：0.92%



合同签订时间：2019.11.11
7、项目名称：郑州市白沙园区象湖生态工程C区成湖工程（水利和景观绿化）监理
发包人名称：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水务局、郑州市郑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1.458%
合同签订时间：2018.7.17

投标人获奖

1、奖项名称：2018—2019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郑州市陇海路快速通道工程BT项目桥梁工程）
颁发机构：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颁发时间：2019.12
2、奖项名称：2020年度上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与科研楼建设项目）
颁发机构：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2020.7.10
3、奖项名称：2020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省优质工程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基础设施综合提升工程（图书馆提升项目））
颁发机构：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2020.7.3
4、奖项名称：荣获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结构工程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迁建项目门诊医技楼）
颁发机构：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颁发时间：2019.7
5、奖项名称：2018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省优质工程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医技培训中心综合楼）
颁发机构：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2019.9.27
6、奖项名称：2018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省优质工程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中州大道道路两侧绿化工程BT建设项目）
颁发机构：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2019.9.27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暂停或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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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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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专业监理工程师:赵修;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00457392）；工程师（证书编号：C01047140900128）;专业:水利;
(2)专业监理工程师:杨道明;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00465006）；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B01120900074）;专业:暖通;
(3)专业监理工程师:蔡雪鹏;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00543198）；工程师（证书编号：C201909A89900000;专业:建设管理;

其他公示内容
企业取得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
证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9300%

工期（交货期）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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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刘猛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41010830；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B20190907
01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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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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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名称：平舆县蛟停湖滞洪区建设项目2018年度工程
发包人名称：平舆县蛟停湖滞洪区建设和重点平原洼地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局
合同金额：651937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 . 8 .20
2、项目名称：新乡县2018年农田水利项目县施工及监理第一标段
发包人名称：新乡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227997.6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8 .7
3、项目名称：饶阳县 2019 年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村灌溉水源置换项目
发包人名称：饶阳县水利局
合同金额：33.83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9.28
4、项目名称：2019年中站区府城办事处农田水利工程
发包人名称：焦作市中站区农业农村局
合同金额：412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6.8
5、项目名称：毛阳镇什益村汉垥田水利设施项目
发包人名称：五指山市毛阳镇人民政府
合同金额：1.5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9.20

投标人获奖

1.奖项名称：2018—2019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郑州市陇海路快速通道工程BT项目桥梁工程）
颁发机构：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颁发时间：2019年 12月
2.奖项名称：2017—2018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
（新乡市棉麻公司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工程）
颁发机构：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颁发时间：2018 年7月 6日
3.奖项名称：2017—2018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新校区（郑州市职业教育园区）图书信息行政中心）
颁发机构：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颁发时间：2018年7月6日
4.奖项名称：2020年度下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郑州市渠南路快速通道工程施工七标段）
颁发机构：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2021年2月10日
5.奖项名称：2020年度下半年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郑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区兴国路隧道工程）
颁发机构：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时间：2021年2月10日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暂停或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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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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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水利水电专业监理工程师:秦源继;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00461620）；工程师（证书号：C01047090900032）;专业:城建;
(2)水利水电专业监理工程师:李晓伟;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00461616）；高级工程师（证书号：B20190907010071;专业:工程监理
;
(3)
水利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马松林;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专业:建
筑工程建造;

其他公示内容
企业取得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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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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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娜，联系电话：18347727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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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金霍洛旗水利局）提出投诉，联系人：萨仁托
娅，联系电话：14760694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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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综合管理办公室法规与监察科提出投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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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