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岸新城汀园封闭式体育锻炼场馆项目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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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岸新城汀园封闭式体育锻炼场馆项目

招标项目编号  E1506271506003270001

标段（包）名称  监理标段

标段（包）编号  E1506271506003270001002

开标时间  2021年12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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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至 2021年12月16日

发布媒介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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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最高限价  1.7000%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首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6500%

工期（交货期）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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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高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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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编号：15004005；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201805021
150000422；中级工程师：10102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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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一
项目名称:宏泰水晶郦城.晶园建设项目工程
发包人名称：伊金霍洛旗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2014320.54元
签订时间：2019年8月19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乌审旗教育局采购全旗教育设施打包PPP项目、设计勘察、监理、 服务
第4包
发包人名称：乌审旗教育局
合同价：1154500 元
签订时间：2018年2月9日
业绩三
项目名称:春阳家园商住小区建设工程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金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1617071元
签订时间：2019年4月28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东胜区第八小学铁西校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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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033.67元
签订时间：2019年10月
业绩五
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云东食品仓储和地产食品加工厂项目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云东裕众房地产有限公司
合同价：341.63万元
签订时间：2019年10月21日
业绩六
项目名称:东胜区第一小学铁西校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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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255元
签订时间：2020年3月
业绩七
项目名称:内蒙古库布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搬迁及升级改造项目
发包人名称：内蒙古库布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295.16万元
签订时间：2019年11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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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近三年（2018年-至今）内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③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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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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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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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证书名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0年1月2日
有效期至： 2023年1月10日
(5)证书名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19年12月31日
有效期至： 2023年1月11日
(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19年12月31日
有效期至：2023年1月11日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
建筑专监:宋海平;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
5004301；1000236;专业:土建;
(2)
建筑专监:刘壮荣;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
5004069；991020321;专业:房屋建筑;
(3)
暖通专监:白永军;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0303
2237；081022411;专业:暖通;
(4)
电气专监:翟永光;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编号：201104589；;专业:
电气;
(5)
建筑专监:聂鑫宽;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
5003069；071023045;专业:工民建;
(6)
建筑专监:周帅;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5001867
；150050329;专业:房屋建筑;
(7)
建筑专监:苗维刚;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
5004252；1009228;专业:房屋建筑;
(8)
暖通专监:云继忠;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0909
2462；010869770;专业:暖通;

其他公示内容 无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鑫天鑫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5700%

工期（交货期）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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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王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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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编号：15004303；中级工程师：007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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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一
项目名称:乌审旗蒙清园住宅小区
发包人名称：乌审旗蒙清金苑实业有限公司
合同价：350000元
签订时间：2021年4月22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鄂尔多斯市群众艺术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提升改造项目工程监理 采
购项目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群众艺术馆
合同价：28000元



签订时间：2020年11月16日
业绩三
项目名称:鄂托克旗木凯淖土鸡种源基地建设项目
发包人名称：鄂托克旗木凯淖人民镇府
合同价：39500元
签订时间：2020年8月20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鄂托克旗公安局赛乌素派出所办公楼工程
发包人名称：鄂托克旗公安局
合同价：29800元
签订时间：2020年9月9日
业绩五
项目名称:乌审旗苏力德苏木中心卫生院及周转宿舍新建项目
发包人名称：乌审旗苏力德苏木中心卫生院
合同价：2.37%
签订时间：2020年12月
业绩六
项目名称:跨界体育公园改造工程
发包人名称：鄂尔多斯市清北维度体育有限公司
合同价：30000 元
签订时间：2020年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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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近三年（2018年-至今）内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③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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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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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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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证书名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1年09月22日
有效期至：2022年09月21日
(5)证书名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1年09月22日
有效期至：2022年09月21日
(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1年09月22日
有效期至：2022年09月21日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
房屋建筑专业工程监理:苏治忠;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
编号：2010104707；010882691;专业:工民建;
(2)
电气专业监理:刘玉风;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0
9093140；071022564;专业:电气;
(3)
暖通监理:刘玉梅;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102
790；010898232;专业:工民建;
(4)
工民建监理:王凤玲;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10
2789；010881916;专业:工民建;
(5)
暖通专业监理工程师:张志强;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
号：2010103899；010882179;专业:暖通;
(6)
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监理:张秀录;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
编号：2005054987；010880188;专业:工民建;
(7)
电气专业监理:闫海梅;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
203364；100122349;专业:电气;

其他公示内容 无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万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报价 1.6950%

工期（交货期）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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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张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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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编号：15004598；职业资格证书管理编号：2020090
48150000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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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一
项目名称:国网蒙东兴安供电公司生产综合楼
发包人名称：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兴安供电公司
合同价：1846800元
签订时间：2018年4月27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工程
项目监理
发包人名称：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979260元
签订时间：2018年
业绩三
项目名称: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材料产业化工程五期项目监理



发包人名称：内蒙古中环协鑫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合同价：11807000元
签订时间：2019年0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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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近三年（2018年-至今）内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③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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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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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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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证书名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0年06月22日
有效期至：2023年06月28日
(5)证书名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0年06月22日
有效期至：2023年06月28日
(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发证时间：2020年06月22日
有效期至：2023年06月28日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
暖通监理工程师:郭学军;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
1102654；08110083;专业:暖通;
(2)
电气监理工程师:张建林;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
07078636；08110121;专业:电气;
(3)
建筑工程监理工程师:云蒙根朝鲁;资格或职称: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编号：20130
2647；;专业:工民建;

其他公示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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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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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招标人（章）： 招标代理机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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