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窟野河流域束会川河道治理工程监理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水利局窟野河流域束会川河道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内蒙古天月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窟野河流域束会川河道治理工程

招标项目编号  N1506271506003275001

标段（包）名称  监理标段

标段（包）编号  N1506271506003275001002

开标时间  2021年12月22日 09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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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至 2021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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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限价  2.0000%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智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9300%

工期（交货期）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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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郝建兵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JLG2009130075,高级工程师证书编
号：061021750，专业：水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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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乌拉特中旗（2019 年）水利水保项目监理
发包人：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乌拉特中旗水利水保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260000.00 元
签订日期：2019.9.30
2、项目名称：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2019 年度）鄂托克前旗塔班陶勒盖生态清
洁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监理标段
发包人：鄂托克前旗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183300.00 元
签订日期：2019.4.14
3、项目名称：乌拉特中旗大水口下游哈拉图防洪工程施工监理
发包人：乌拉特中旗水务局
合同价格：工程竣工决算的 1.95%
签订日期：2018.3.29
4、项目名称：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鄂托克前旗 2019 年游草沙梁生态清洁小流
域工程（水利）工程监理
发包人：鄂托克前旗水土保持返还治理工程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133000.00 元



签订日期：2019.3.21
5、项目名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煤窑沟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
发包人：乌拉特中旗煤窑沟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指挥部
合同价格：19.33 万元
签订日期：2020.9.15
6、项目名称：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乌拉特前旗2020年树林子生态清洁小流域水
综合治理
发包人：乌拉特前旗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185100.00 元
签订日期：2020.5.31
7、项目名称：包头市固阳县召沟段河道治理工程监理
发包人：包头昆仑泉水务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16.59 万元
签订日期：2020.8.7
8、项目名称：京津风沙源二期工程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2019 年水利水保项目
施工监理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水利局
合同价格：32000.00 元
签订日期：2019.9.13
9、项目名称：苏尼特右旗塞音呼都格郭勒防洪治理工程监理第二标段
发包人：苏尼特右旗林业水利局
合同价格：20.25 万元
签订日期：2018.4.27

投标人获奖

企业获奖：
1、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0年3月颁发 2019年度全国优秀监理企业
2、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1年3月颁发 2020年度全国优秀监理企业
项目获奖：
1、项目名称：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 2017 年武川县昆都仑河上游皮房沟生
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0年3月颁发奖项：2019 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2、项目名称：2018 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提质升级改造项目第三标段
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0年3月颁发奖项：2019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3、项目名称：2018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提质升级改造项目第三标段
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0年3月颁发奖项：2019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4、项目名称：2018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提质升级改造项目第三标段
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0年3月颁发奖项：2019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5、项目名称：2019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监理标段
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1年8月颁发奖项：2021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6、项目名称：乌拉特中旗 2019 年度小型农田水利牧区节水灌溉项目工程监理
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1年5月颁发奖项：2020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7、项目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乌拉特中旗 （2019 年）水利水保项目监理
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1年5月颁发奖项：2020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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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
信誉承诺书，新注册企业提供从公司成立年度至今的信誉承诺书，格式详见投标文
件格式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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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监理工程师:吕长青;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
：JLG2005150119，岗位证证书编号：JLZ20051;专业:水工建筑;
(2)
专业监理工程师:韩瑞清;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JLG
2005150667;专业:水工建筑;
(3)
专业监理工程师:王和平;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JLG
2005150111岗位证书：JLZ2005150118;专业:水工建筑;
(4)
专业监理工程师:彭芳;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JLG20
05151006;专业:水工建筑;
(5)
专业监理工程师:李秀文;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JLG
2005150205;专业:水工建筑;
(6)
专业监理工程师:杨小荣;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JLG
2013150360;专业:水土保持;
(7)
专业监理工程师:巩志成;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JLG
2005150257;专业:水工建筑;

其他公示内容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12820Q2232R0S 有效期至2023.5.1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12820S2136R0S 有效期至2023.5.17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12820E2139R0S 有效期至2023.5.17
AAA 级信用等级证书信用编码：SGZX202131983 有效期至：2024.7.4
AAA级重合同守信用证书信用编码：SGZX202131986有效期至：2024.7.4

第二中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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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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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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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荷平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注册号：15001164,执业资格：0106317；高级工程
师证书编号：202110083，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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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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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价格：3.2%
签订日期：2019.9.1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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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价格：14.4110 万
签订日期：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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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价格：17.88万元
签订日期：2019.11.1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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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价格：29.2160万元
签订日期：2020.8.8
5、项目名称：鄂托克前旗五湖都格淖尔河道治理工程
发包人名称：鄂托克前旗河道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1.95%
签订日期：2020.11.30

投标人获奖

企业获奖：
1、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协会2019.8.20颁发2018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工程监
理企业
2、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协会2020.7.27颁发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建设工
程监理企业
3、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协会2021.7.19颁发202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工程监
理企业
项目获奖：
1、项目名称：阿尔山市阿伊环城路建设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8.1.8颁发奖项：201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杯”工程质量奖
2、项目名称：城川镇特色小镇景观绿化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0.7.31颁发奖项：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杯”工程质量奖
3、项目名称：城川镇道路及管网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0.7.31颁发奖项：201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优质
样板工程
4、项目名称：鄂尔多斯市蒙古族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1.8.2颁发奖项：2020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杯”工程质量奖
5、项目名称：鄂尔多斯市蒙古族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2020.1颁发奖项：2020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优质
结构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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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
信誉承诺书，新注册企业提供从公司成立年度至今的信誉承诺书，格式详见投标文
件格式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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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监理工程师:赵彦君;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15003594;
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2)
专业监理工程师:韩勇;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15003392;专
业:水利水电工程;
(3)
专业监理工程师:王永红;资格或职称: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15004131;
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LTC001-2020Q0787  有效期至2023-11-3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LTC001-2020S0562   有效期至2023-11-3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LTC001-2020E0556 有效期至2023-11-30
AAA 级信用等级证书信用编码：ZYX2019ZTB0461GX01 有效期至：2022.5.9
AAA级重合同守信用证书信用编码：ZYX2019ZTB0461GX01-1有效期至：2022.5.9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弘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9500%

工期（交货期）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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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王国勤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JLG2006150143,高级工程师证书编
号：201205679，专业：水利/水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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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茂旗艾不盖河水系连通工程十二标段
发包人：达茂旗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49.8万元
签订日期：2019.9.9
2、项目名称：朔州市平鲁区部分山区供水工程施工监理一标段
发包人：朔州市平鲁区部分山区供水工程项目部
合同价格：60万元
签订日期：2018.6
3、项目名称：莫旗汉古尔河灌区整合资金项目监理一标段
发包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37.79万元
签订日期：2019.1.18
4、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大黑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2020年项目）
发包人：内蒙古湧丰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52.5万元
签订日期：2020.11.26
5、项目名称：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脱贫攻坚改水工程项目监理
发包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水利局
合同价格：工程建设费的1.26%
签订日期：2019.10.28
正在监理和新承接的项目



1、项目名称：内蒙古阿拉善盟孪井滩扬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施工及监
理
发包人：孪井滩黄河高扬程灌溉事业发展中心
合同价格：91.6万元
签订日期：2021年

投标人获奖

企业获奖：
1、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0.3颁发2019年度全国优秀监理企业
项目获奖：
2、项目名称：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道阳供水工程
山西省水利水电建筑行业协会2018.1颁发奖项：2017 年度山西省优质工程
3、项目名称：神木县（2018年度）农田灌溉改造工程
陕西省水利企业协会2019.1颁发奖项：2018年度陕西省优良工程
4、项目名称：内蒙古嫩江流域诺敏河
（含格尼河）防洪治理工程莫力达瓦旗段中国建筑工程监理协会2020.5颁发奖项：
2019年度全国监理行业优质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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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提供加盖企业公章的
信誉承诺书，新注册企业提供从公司成立年度至今的信誉承诺书，格式详见投标文
件格式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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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监理工程师:张换如;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
：JLG2005150732;专业:水工建筑;
(2)
专业监理工程师:胡新;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J
LG2005150765;专业:水利、机电设备安装;
(3)
专业监理工程师:王伟;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J
LG2006150156;专业:水工建筑;
(4)
专业监理工程师:郭强;资格或职称: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J
LG2012150023;专业:水工建筑;

其他公示内容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00119Q33268R0S/1500  有效期至2022-05-0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00120S30626R0S/1500 有效期至2023-03-29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00120E30796R0S/1500 有效期至202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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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生云 ，联系电话：13947792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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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峰，联系电话：15134861998；（鄂尔多斯市水利局）提出投诉，联系人：罗伟，联系电话：1514948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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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