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金霍洛旗阿镇西部片区裸露土地治理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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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标段

标段（包）编号  N1506271506003246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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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3095.2900元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巴彦淖尔市通泰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4225645.8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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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段雪峰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建造师，执业证书编号:NMG0014856,注册证书编号:蒙21508091
1309,安考证书:蒙水安B201900093，工程师，证书编号：2019300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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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春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71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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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五原县（2017 年）水利水保
项目施工
发包人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五原县水利水保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金额：4242113.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 年 1 月 21 日
2.项目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巴彦淖尔市五原县（2019 年）水利水保
项目（第一标段）
发包人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五原县水利水保项目建设管理办公
合同金额：5842416.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 年 9 月 30 日
3.项目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2018年）水利水
保项目工程施工
发包人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水利水保项目建设管理
办公室
合同金额：4802502.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 年 11 月 27 日
4.项目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杭锦后旗水利水保项目（2019年度）施工



发包人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水利水保项目建设管理
办公室
合同金额：4043157.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 年 9 月 30 日

投标人获奖

1.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2019—2020年度水利工程优质
奖（颁发日期：2020年8月）
2.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中心站颁发的内蒙古段二期防洪工程
质量工作先进企业（颁发日期：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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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员，岗位证书号：1520171191030008:白茹;资格或职称://;专业://;
(2)施工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190730:刘震;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水利;
(3)安全员，岗位证书号：蒙SL-
20190721，安考证：蒙水安C201800368:朝鲁;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水利;
(4)质量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190727:孙红霞;资格或职称://;专业://;
(5)资料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190720:杜建军;资格或职称://;专业://;
(6)材料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190716:李臻昊;资格或职称://;专业://;
(7)
技术负责人:杨文春;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713145;专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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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级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宏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4106027.6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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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杨慧君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建造师，执业证书编号:NMG1901786,注册证书编号:蒙21519200
3047,安考证书:蒙水安B202000339，工程师，证书编号：202030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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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70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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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正蓝旗辉森郭勒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发包人名称：正蓝旗水利局
合同金额：51125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 年 8 月 30 日
2.项目名称：内蒙古上都镇巴音高勒嘎查土地荒漠化治理建设项目
发包人名称：正蓝旗水利局



合同金额：4643061.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 年 10 月 9 日
3.项目名称：甘肃省水源镇区域风沙治理及荒坡绿化水土保持项目
发包人名称：甘肃盛源农林生态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13564142.43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 年 6 月 25 日
4.项目名称：甘肃省朱王堡镇区域风沙治理及荒坡绿化水土保持项目
发包人名称：甘肃盛源农林生态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11539605.89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 年 6 月 25 日

投标人获奖

1.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优秀企业
（颁发日期：2021年1月）
2.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颁发日期：2021年1月）
3.呼和浩特市建筑业协会颁发的2019年度呼和浩特市建筑业优秀施工企业
（颁发日期：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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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员，岗位证书号：蒙SL-
20201268:贺荣志;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建筑;
(2)安全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201271:轩辕楠;资格或职称://;专业://;
(3)质检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201267:贾利平;资格或职称://;专业://;
(4)资料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201270:任建军;资格或职称://;专业://;
(5)材料员，岗位证书号：蒙SL-
20201269:刘慧军;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建筑工程;
(6)预算员，岗位证书号：1520171191110036:巩琴琴;资格或职称://;专业://;
(7)
技术负责人:王艳;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707092;专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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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级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龙泽节水灌溉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4020001.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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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王增云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建造师，执业证书编号:NMG1702502,注册证书编号:蒙21517189
3122,安考证书:蒙水安B201800310，工程师，证书编号：2012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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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自臣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工程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50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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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区2019年坡耕地水土流水综合治理工程
发包人名称：赤峰市红山区水利综合项目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6502394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10月15日
2.项目名称：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宁城县水利水土保持项目（2018年）
发包人名称：赤峰市红山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50736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11月15日
3.项目名称：赤峰市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施工标段
发包人名称：赤峰市红山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同金额：10036684.15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4月5日
4.项目名称：巴林右旗（2018年度）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治理工程沙源节水灌溉
发包人名称：巴林右旗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金额：4478108.17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4月11日

投标人获奖

1.中国水利企业协会颁发的2017—2018年度“全国优秀水利企业”
（颁发日期：2019年6月）
2.中国水利企业协会颁发的2019—2020年度“优秀水利企业”
（颁发日期：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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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180872:宋超;资格或职称://;专业://;
(2)施工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180141:李国斌;资格或职称://;专业://;
(3)安全员，岗位证书号：蒙SL-
20200884:陈磊;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水利工程;
(4)质检员，岗位证书号：蒙SL-20180873:陈佳明;资格或职称://;专业://;
(5)资料员，岗位证书号：蒙SL-
20200335:李文玲;资格或职称:工程师;专业:水利工程;
(6)
预算员，岗位证书号：20201004515000000326:黄丽静;资格或职称://;专业://;
(7)
技术负责人:王自臣;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502594;专业:水利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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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级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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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