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山佳苑小区C区维修工程品质提升工程施工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矿区移民服务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内蒙古锦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西山佳苑小区C区维修工程品质提升工程

招标项目编号  O1506271506003223001

标段（包）名称  施工标段

标段（包）编号  O1506271506003223001001

开标时间  2021年11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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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至 2021年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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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发布

最高限价  10956339.5000元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金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报价 10717491.4900元

工期（交货期）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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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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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杰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注册证编号：蒙 215060908598，安考证编号：蒙建安B
（2019）0249688，高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13010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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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霞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建筑工程中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06102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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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旗庆隆煤业生产用房及餐厅房建工程
发包人：鄂托克旗庆隆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332568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6月
业绩二
项目名称：鄂托克旗绿洲农牧业公司棚圈建设、场地硬化及饲料库
房项目
发包人：鄂托克旗绿洲农牧业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1640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3月
业绩三
项目名称：萨如西里旅游区建设工程
发包人：内蒙古萨如西里草原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1742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4月
业绩四



项目名称：亿德苏米图苏木湖羊现代化养殖园区建设项目
发包人：鄂尔多斯市亿德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3672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2月
业绩五
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宏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宏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1752463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4月

投标人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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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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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列入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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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站（http://jzsc.mohurd.gov.cn/hom
e）信用建设栏中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名单、黑名单且未移除。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
资料员:高文军;资格或职称:工程师；职称证编号：20203004344岗位证编号：210
1050000235080;专业:建筑工程;
(2)
质量员:弓鹰;资格或职称:工程师；职称证编号：20203004498岗位证编号：15201
71060910055;专业:建筑工程;
(3)
施工员:白少宇;资格或职称:工程师；职称证编号：20203004457岗位证编号：152
0171010910074;专业:建筑工程;
(4)
材料员:杨学梅;资格或职称:工程师；职称证编号：20203004454岗位证编号：152
0161110910017;专业:建筑工程;
(5)
预算员:张龙;资格或职称:工程师；职称证编号：081021825岗位证编号：2101100
100234823;专业:建筑工程;
(6)
安全员:王宝红;资格或职称:无；岗位证编号：1520171160921173；安考证书编号
：蒙建安C（2015）0000094;专业:建筑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21.7.9-2024.7.8
2、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21.7.9-2024.7.8
3、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21.7.9-2024.7.8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皓宁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0682487.8100元

工期（交货期）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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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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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珍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编号：10620585，注册证编号：蒙
215070909003，安考证编号：蒙建安B(2018)
0233979，建筑工程中级工程师；证书编号20110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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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



（或项目总工）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建筑中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2019300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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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海昌鑫园建设项目 S1、S2、S3 及车库
发包人：鄂尔多斯市海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88834521.6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4月
业绩二
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农民与机修服务区建设项目土建工程
发包人：内蒙古宏焱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1914857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10月
业绩三
项目名称：伊金霍洛旗第三小学综合楼建设项目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15886385.69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2月
业绩四
项目名称：墨金苑建设项目 31#、32#商业楼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鑫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21385475.2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3月
业绩五
项目名称：锦尚苑建设项目 A、C 区会所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鑫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24563454.4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4月

投标人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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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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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列入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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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站（http://jzsc.mohurd.gov.cn/hom
e）信用建设栏中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名单、黑名单且未移除。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施工员:康杰;资格或职称:岗位证书编号：1520181010121833;专业:土建;
(2)
资料员:徐明霞;资格或职称:岗位证书编号：1520181140120286;专业:建筑工程;
(3)
安全员:纪晓东;资格或职称:岗位证书编号：1520181160121262;专业:建筑工程;
(4)预算员:王瑞;资格或职称:岗位证书编号：1520161191340094;专业:建筑工程;
(5)质检员:王越;资格或职称:岗位证书编号：1520161061340020;专业:建筑工程;
(6)
材料员:刘玉俊;资格或职称:岗位证书编号：1520171110810060;专业:建筑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20.10.26-2023.10.25
2、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20.10.26-2023.10.25
3、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20.10.26-2023.10.25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国昌屹立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10673467.0000元



工期（交货期）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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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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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近向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编号：NX20621559，注册证编号;宁26420202020007
38，安考证编号：宁建安B
（2021）0001170；建筑工程中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301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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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英学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工民建高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011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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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宏阳焦化有限公司
新建100万吨/年捣固焦项目化产办公楼及磅房设备车间工程
发包人：乌海市宏阳焦化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13740360.16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3月
业绩二
项目名称：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儿童医院）技能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发包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儿童医院）
合同价格：14936573.7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5月
业绩三
项目名称：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实验楼建设项目
发包人：宁夏医科大学
合同价格：136420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4月
业绩四
项目名称：宁夏恒利生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月桂二酸项目部水泵房及化产办公楼
建设项目
发包人：宁夏恒利生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月桂二酸项目
合同价格：21746312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5月
业绩五
项目名称：内蒙古家景镁业宿舍楼
发包人：内蒙古家景镁业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10745427.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4月
业绩六
项目名称：宁夏艺术职业学院贺兰砚技艺展厅建设工程
发包人：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合同价格：164530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3月

投标人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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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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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列入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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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站（http://jzsc.mohurd.gov.cn/hom
e）信用建设栏中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名单、黑名单且未移除。

投标人惩罚 //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1)
资料员:杨文婷;资格或职称:助理工程师，岗位证编号：64181140100804;专业:建
筑工程;
(2)
材料员:王彩霞;资格或职称:助理工程师，岗位证编号：64161060401861;专业:建
筑工程;
(3)
质量员:苏海英;资格或职称:助理工程师，岗位证编号：64181060100978;专业:建
筑工程;
(4)
预算员:郭小利;资格或职称:助理工程师，岗位证编号：宁100G0T000013;专业:建
筑工程;
(5)
施工员:董高锋;资格或职称:助理工程师，岗位证编号：2101010100021904;专业:
建筑工程;
(6)
安全员:李梅;资格或职称:助理工程师，岗位证编号：29201700200886;专业:建筑
工程;
(7)
技术负责人:张永红;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197383519;专业:土
木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21.3.5-2024.3.4
2、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21.3.5-2024.3.4
3、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21.3.5-20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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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金霍洛旗广厦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消防电工程
未提供“材料（工程设备）暂

估单价及调整表”明细

依据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
法2.1.4响应性评审 标准。

2 内蒙古宏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未提供“
规费、税金项目计 价表”

依据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
法2.1.4响应性评审 标准。

3 鄂尔多斯市诚泰建设有限公司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消防电工
程未提供“材料 （工程设

备）暂估单价及调整表”明细

依据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
法2.1.4响应性评审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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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先生，联系电话：133470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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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宏 ，联系电话：0477-8966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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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