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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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三标段中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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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锐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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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项目编号  N1506271506002235001

标段（包）名称  施工三标段

标段（包）编号  N1506271506002235001003

开标时间  2019年10月22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  伊金霍洛旗开标三室

公示期  2019年11月01日 至 2019年11月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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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385.0000元

变更原因

 
内蒙古牧川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本项目施工一标段已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在本项目施工三标段任被推选为第三中标候选人，不符合招标文件“
报名及推荐中标候选人规则：本项目共有四个标段，同一投标人可以同时参加多个
标段的投标，但只能中一个标段。当同一投标人在多个标段得分排名均为第一名时
，则按照评标委员会评标顺序推荐其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投标人已经被推荐为第一
中标候选人的标段之后
（按评标顺序）的标段不再推荐其为中标候选人。评标委员会评标推荐顺序为：施
工一标段、施工二标段、施工三标段、施工四标段。”的规定。经评标委员会研究
决定重新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推荐本项目施工三标段中标候选人，并发布中标候选人
变更公示。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杭锦后旗华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报价 822728.0000元

工期（交货期） 219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马鑫龙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水利水电二级建造师
（资格证书编号：NMG1801247、注册编号：蒙215181998160、安考证：蒙水安B20
190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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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海燕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副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31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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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东胜区田家渠等14座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施工六标段
发包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水土保持工作站
合同价格：1018406.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8月16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一、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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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近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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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
（ 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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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帅;资格或职称:岗位证：1520151011010053;专业://;
(2)资料员:曹兆娥;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ZL2017336;专业://;
(3)质检员:刘娜;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ZJ2017315;专业://;
(4)材料员:邢五美;资格或职称:岗位证：152017111010154;专业://;
(5)安全员:周仓;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
AQ2017385、安考证：蒙水安C201800304;专业://;
(6)预算员:李秀玲;资格或职称:岗位证：1520151191010034;专业://;
(7)技术负责人:曹海燕;资格或职称:副高级工程师
（证书编号：201317597）;专业://;

其他公示内容 //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广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822389.0000元

工期（交货期） 219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叁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 吕娜



目经理、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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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NMG1801224、注册证蒙215181998131
、安考证蒙水安B2019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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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丽萍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工程正高级工程师（证件编号：20111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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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绩1：
项目名称：鄂托克前旗2017年巴彦希泊日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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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42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7月3日
公司业绩2：
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蝉赤沟1#等15座骨干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施工二标段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水土保持局
合同价格：783663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7月27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一、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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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近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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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
（ 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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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云;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SG2017343;专业://;
(2)质检员:白晓燕;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ZJ2017309;专业://;
(3)材料员:白玉英;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CL2017314;专业://;
(4)资料员:程煊;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ZL2017331;专业://;
(5)技术负责人:周丽萍;资格或职称:正高级工程师
（证件编号：201114628）;专业:水利工程;
(6)预算员:刘小龙;资格或职称:岗位证：1520171191020237;专业://;
(7)安全员:张志平;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AQ2017377、安考证：蒙水安C
（2017）00370;专业://;



其他公示内容 //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河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834764.0000元

工期（交货期） 219日历天

工程质量 符合国家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
能力条件

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三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刘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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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证书编号：NMG1701681、注册编号：蒙215171887954、安考证：蒙建安B（
2018）023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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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振江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中级工程师（证件编号：20171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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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绩1：
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蝉赤沟 1#等 15 座骨干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水土保持局
合同价格：1133533.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7月27日
公司业绩2：
项目名称：东胜区苗家渠等 10 座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6 座）
发包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水土保持工作站
合同价格：668353.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年10月1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一、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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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近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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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
（ 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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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负责人:何振江;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
（证件编号：201250285）;专业:水利;
(2)质检员:李春艳;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 SL-ZJ2015085;专业://;
(3)造价员:陈珍;资格或职称:岗位证：1520171191010086;专业://;
(4)施工员:董剑;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SG2015100;专业://;
(5)安全员:刁乐;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
AQ2017309、安考证：蒙水安C201800150;专业://;
(6)资料员:胡蝶;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ZL2015094;专业://;
(7)材料员:李绍飞;资格或职称:岗位证：蒙SL-20180028;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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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内蒙古聚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文件中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中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

签字

不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2.1.1
形式评审标准中关于“签字、
盖章”要求的规定（在投标文
件已标价清单每页均须法定代
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且加

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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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光，联系电话：13847730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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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水利局）提出投诉，联系人：孟庆
东，联系电话：0477-8520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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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法规与监察室提出投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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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