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金霍洛旗河湖“一河（湖）一档”和河湖岸线利用管理保护规划及保护范围划定项目勘察设计
标段中标候选人变更公示

招标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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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金霍洛旗河湖“一河（湖）一档”和河湖岸线利用管理保护规划及保护范围划定项目

招标项目编号  N1506271506002066001

标段（包）名称  勘察设计标段

标段（包）编号  N1506271506002066001001

开标时间  2019年08月12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  伊金霍洛旗开标三室

公示期  2019年08月16日 至 2019年0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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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
理办公室官网）》和《伊金霍洛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最高限价  8348000.0000元

变更原因
 由于招标公司笔误，误将第二中标候选人“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资质“甲级”填写成“乙级”，现要求更正。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牵头人)、内蒙古华纬地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8280000.0000元

工期（交货期） 170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水利行业设计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测绘乙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周岗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高级工程师 证书编号：20124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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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放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正高级工程师 证书编号：20122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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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和林格尔新区“两河一廊道”项目河道治理工程勘察设计
发包人：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695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11月20日
业绩2
项目名称：丹岱沟河道治理及生态建设、公布板截沟防洪体系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勘测设计及专题报告编制项目
发包人：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455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2月15日
业绩3
黄河内蒙古项目段二期防洪工程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新增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内蒙古黄河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局
合同价格：60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9月20日
业绩4
黄河内蒙古项目段二期防洪工程巴彦淖尔市新增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内蒙古黄河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局
合同价格：52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9月20日
业绩5
土默特左旗东沟防护治理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土默特左旗水务局
合同价格：165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3月27日
业绩6
土默特左旗一间房沟防护治理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土默特左旗水务局
合同价格：151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2月5日
业绩7
土默特左旗喇嘛洞沟防护治理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土默特左旗水务局
合同价格：14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1月19日
业绩8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奎素沟河道改道工程勘察设计
发包人：呼和浩特市水务局
合同价格：55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2月16日
业绩9
土默特左旗霍寨沟（沟口至110国道桥段）河道治理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土默特左旗水务局
合同价格：745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2月11日
业绩10
土默特左旗霍寨沟（110国道桥至小黑河汇入口段）河道治理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土默特左旗水务局
合同价格：203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4月23日
业绩11
包头市土右旗水涧沟下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勘察设计
发包人：土默特右旗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220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7月7日
业绩12
包头市土右旗水涧沟上游河道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勘察设计
发包人：土默特右旗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61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7月7日
业绩13
包头市东河区河湖连通工程（一期）勘测设计
发包人：包头市东河区林业水务局
合同价格：1578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4月8日
业绩14
包头北梁棚户区改造周边诸沟河道治理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包头市东河区林业水务局
合同价格：897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3月8日
业绩15
黄河内蒙古项目段二期防洪工程非工程措施（专项测绘）
发包人：内蒙古黄河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局
合同价格：2817.1418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6月13日
业绩16
达拉特旗母花河河道整治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达拉特旗防汛抗旱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76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8月28日
业绩17
达拉特旗东柳沟河道整治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达拉特旗防汛抗旱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10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8月28日
业绩18
乌兰浩特市阿木古朗河治理工程（二期）设计
发包人：乌兰浩特市洮儿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112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11月16日
业绩19
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河道景观工程勘测设计
发包人：镶黄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合同价格：98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11月7日
业绩20
科右前旗河湖连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
发包人：科右前旗河湖连通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66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11月9日



业绩21
包头市哈德门沟（110国道—包兰铁路段）河道整治工程设计
发包人：包头市昆都仑区农牧林水局
合同价格：24.9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9月30日
业绩22
赤峰市元宝山区污水处理厂中水综合利用供水工程初步设计、招标设计、施工图设
计阶段勘测设计
发包人：赤峰市元宝山区水利局
合同价格：1450.8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4月8日

投标人获奖

获奖1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引绰济辽乌兰浩特至通辽段输水工程勘测设计
奖项名称：优秀工程
颁发机构：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7.11
获奖2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内蒙古大漠风电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后旗海力素风电场二期
48MW工程
奖项名称：优秀工程
颁发机构：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7.11
获奖3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绰勒水利枢纽下游内蒙古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
 奖项名称：特等奖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咨询协会
获奖时间：2017.3
获奖4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水工钢闸门的BIM建模及工程应用
奖项名称：优秀奖
颁发机构：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8.2
获奖5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奖项名称：诚信单位
颁发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勘察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7.12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近年（2016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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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招标文件第六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②近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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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招标文件第六章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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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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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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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规划专业负责人:赵瑞廷;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农业水利工程;
(2)水文专业审定人:许丽蓉;资格或职称:正高级工程师;专业:农田水利工程;
(3)
规划专业设计人员:华智敏;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利用工程;
(4)测绘专业负责人:高红光;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测绘工程;
(5)测绘专业审查人:连官河;资格或职称:正高级工程师;专业:农业水利工程;
(6)水文专业审查人:郭鲍鲍;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7)设计人员:张琳娜;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给水排水工程;
(8)设计人员:周玉功;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水资源专业;
(9)中级测绘工程师:王海林;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工程测量;
(10)测绘工程师:郝玉英;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工程测量;
(11)测绘工程师:唐君;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12)环境专业负责人:赵晓萍;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3)设计人员:郝伟;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农业水利工程;
(14)测绘工程师、飞机操控员:徐江帆;资格或职称:初级;专业:工程测量;
(15)飞机操控员:郭瑞;资格或职称:初级;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16)设计人员:徐美存;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17)测绘工程师:徐宝存;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专业:工程测量;
(18)环境专业审定人:王丽娟;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草业科学;
(19)环境专业设计人员:张浩杰;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农业水利工程;
(20)环境专业设计人员:闫国平;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农业工程;
(21)测绘专业审定人:张延安;资格或职称: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测绘工程;
(22)水文专业设计人员:李世龙;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利用;
(23)
水文专业设计人员:单玉兵;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24)规划专业负责人:马宁;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土木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报价 7877700.0000元

工期（交货期） 180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测绘资质甲级；水利行业设计甲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王超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证书编号：2016011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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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军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高工 证书编号：201412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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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吉林西部供水工程（土地分类地籍测绘项目）（一标段）
发包人：吉林省西部地区河湖连通供水工程建设局
合同价格：5200038.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9月19日
业绩2
项目名称：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工程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吉林水投水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 157846.6207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12月28日
业绩3
项目名称：珲春市珲春河重点段治理工程勘察设计
发包人：珲春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1553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1月16日
业绩4
项目名称：锦州市百股河河道治理工程
发包人：锦州天兴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500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9月22日
业绩5
项目名称：哈尔滨市腰堡方台堤防裁弯取直工程勘察设计
发包人：黑龙江明达湿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1279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4月25日
业绩6
项目名称：锦州市女儿河（王宝山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设计
发包人：锦州市凌河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541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
业绩7
项目名称： 长春市九台区小南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发包人：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价格： 5276.94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10月
业绩8
项目名称：吉林西部供水工程（土地分类地籍测绘项目）（二标段）
发包人：吉林省西部地区河湖连通供水工程建设局
 合同价格：4270040.7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9月19日
业绩9
项目名称：珲春市敬信镇二道泡至防川地形图测量项目合同书



发包人：珲春市旅游和服务业促进局
合同价格：388.469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9月
业绩10
项目名称：吉林西部供水工程（建设征地界桩测设项目）
发包人：吉林省西部地区河湖连通供水工程建设局
合同价格：492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6月21日
业绩11
项目名称： 辽河三江口地区省界堤防昌图县段整治工程合同
发包人：昌图县江河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43587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3月9日

投标人获奖

获奖1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名称：吉林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颁发机构：吉林省勘察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6年9月
其他信息：辽宁蒲石河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工程
获奖2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名称：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 银质奖
颁发机构：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7年11月
其他信息：辽宁蒲石河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工程（勘测）
获奖3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名称：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 铜质奖
颁发机构：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7年11月
其他信息：松江河梯级石龙水电站枢纽工程
获奖4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名称：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优秀工程勘察三等奖
颁发机构：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7年11月
其他信息：第二松花江丰满以下河道地形测量
获奖5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名称：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
颁发机构：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获奖时间：2017年10月
其他信息：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获奖6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名称：吉林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金奖
颁发机构：吉林省测绘与地理信息行业协会
获奖时间：2016年10月
其他信息：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施工控制网测量
获奖7
获奖项目/人员/企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名称：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
颁发机构：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协会
获奖时间：2017年11月
其他信息：辽宁蒲石河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工程（设计）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近年（2016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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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招标文件第六章附件1,
新成立的企业，需提供成立后至今的承诺书）
②近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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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招标文件第六章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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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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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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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水工专业负责人:傅迪;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2)
地质勘察专业负责人:王强;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
程;
(3)测量质检负责人:张清民;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土地管理专业;
(4)规划专业负责人:蒋 攀;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农业水利工程专业;
(5)规划专业负责人:洪文彬;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农业水利工程专业;
(6)测量专业负责人:阮宝民;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工程测量专业;
(7)
水文专业负责人:麻长信;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港口海岸及治河工程专业;
(8)水工专业负责人:郑玉玲;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专业: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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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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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联系电话：13947725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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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
管理站，联系电话：0477-8963765。如发现交易服务平台及相关工作人员有违规违纪行为，向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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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7-8960535。

补充说明

//

招标人（章）： 招标代理机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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