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柳沟河上游片区疏干水综合利用工程施工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柳沟河上游片区疏干水综合利用工程建设管理处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鄂尔多斯市鸿旭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柳沟河上游片区疏干水综合利用工程

招标项目编号  N1506271506003268001

标段（包）名称  施工标段

标段（包）编号  N1506271506003268001001

开标时间  2021年12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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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日 至 2021年12月08日

发布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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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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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1108.0000元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陕西禹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405586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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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徐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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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6138509610702；注册证书编号：陕261101118425；安全
生产考核证编号：陕水安B（2019）00567；水利水电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
0127410））

项目负责人业绩（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1、项目名称：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新区中学防洪工程施工Ⅱ标段
发包人名称：黄陵县水务局（黄陵县防洪工程项目办公室）
合同价格：6834688元
合同签订日期：2018年8月12日
2、项目名称：汉江右岸洋县陈丁村至沙河口段防洪工程Ⅷ标段
发包人名称：洋县汉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办公室
合同价格：1057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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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召侠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水电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015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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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干流商州区白杨店、舒杨段防洪工程白杨店Ⅳ标段
发包人名称：商州区丹江干流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827.784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2018年
2、项目名称：鄠邑区黄柏峪建筑石料矿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施工
发包人名称：西安市鄠邑区水利水土保持工作站
合同价格：436.2235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



3、项目名称：丹江流域综合治理丹江干流防洪工程丹凤县竹林关镇雷家洞段施工
标段
发包人名称：丹江流域综合治理丹江干流丹凤段防洪工程建设处
合同价格：1045.967311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7月20日
4、项目名称：商南县江西沟等三个贫困村河流治理项目
发包人名称：商南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建设处
合同价格：993.9253.5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6月29日
5、项目名称：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百顷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发包人名称：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空港新城农业农村局）
合同价格：1606.2662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
6、项目名称：宝鸡市陈仓区金陵河新街镇、县功镇重点段防洪工程施工Ⅳ
标项：县功镇先锋村右岸防护工程
发包人名称：宝鸡市陈仓区渭河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办公室
合同价格：5230621.45元
合同签订日期：2019年12月10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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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编号：SLG20186100121）:侯琦;资格或职称:水利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
2111327）;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2)预算员
（二级造价师；证书编号：2019ZJS0000645）:曹战成;资格或职称:建筑工程工程
师（证书编号：1295695）;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3)质检员
（证书编号：SGL20196100883）:张宸;资格或职称:水利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
2277555）;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4)资料员
（证书编号：SGL20196101835）:张玉蒙;资格或职称:水利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
：2328235）;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5)安全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0668；安全生产考核证编号：陕水安C（2016）00112）:
王力;资格或职称:电气（非公专业）工程师（证书编号：1277184）;专业:水利水
电工程;
(6)施工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0073）:王东;资格或职称:水利水电工程师（证书编号：
1300246）;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注册有效日期：2021年08月23日至2021年08月22日
2、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注册有效日期：2021年08月23日至2021年08月22日
3、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注册有效日期：2021年08月23日至2021年08月22日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陕西宝禹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407637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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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二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白世红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水利水电一级建造师
（资格证编号：00697851；注册证书编号：陕161171820569；安全生产考核证编
号：陕水安B（2014）01086；给排水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1770885））

项目负责人业绩（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1、项目名称：铜川市耀州区漆水河疏浚工程施工I标段
发包名称：耀州区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
合同价格：8598134.35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12月14日
2、项目名称：神木市悖牛川大柳塔镇段防洪工程
发包名称：神木市水务局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管理办公室
合同价格：4262199.89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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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峰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水电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003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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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电厂沿丹江大道护岸工程四标段
发包人名称：陕西商洛发电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865.799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5.25
2、项目名称：韩城市盘河山洪沟防洪治理二期工程
发包人名称：韩城市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办公室
合同价格：429.083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
3、项目名称：黄陵县沮河城区段防洪工程施工Ⅱ标项
发包人名称：黄陵县水务局防洪工程项目办公室
合同价格：7055887.63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10.10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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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造价师；证书编号：建【造】23206151000089）:赵彩飞;资格或职称:市政
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20210003XA001038160）;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2)质检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0577）:鲁宏锁;资格或职称:水利水电工程师（证书编号
：1300319）;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3)材料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0391）:晏海燕;资格或职称://;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4)施工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0538）:罗娇;资格或职称:水利水电工程师（证书编号：
2410351）;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5)安全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1210）:杨莉;资格或职称:水利水电工程师（证书编号：
1300300）;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6)资料员
（证书编号：SGL20166100711）:付薇;资格或职称:水利水电工程师（证书编号：
1300376）;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有效期：2021年08月03日至2024年08月02日
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有效期：2021年08月03日至2024年08月02日
3、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有效期：2021年08月03日至2024年08月02日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陕西博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4030597.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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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二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项目负责人姓名（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党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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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9927；注册证书编号：陕261121334904；安全生产考核证
编号：陕水安B（2017）00771；水利工程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0095327））

项目负责人业绩（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1、项目名称：丹江干流防洪工程商州区口前乐园段建设项目一标段
发包人名称：商州区丹江干流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
合同价格：5620815.91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1月15日
2、项目名称：千河陇县固关一段家峡库尾及杜阳桥-千陇交界段防洪治理工程施工
I标段
发包人名称：陇县抗旱防汛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
合同价格：4315458.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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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仝永刚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水利工程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004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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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县大理河马蹄沟镇段防洪治理工程
发包人名称：子洲县大理河马蹄沟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办公室
合同价格：202205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4.22



2、项目名称：千河陇县段家峡--神泉桥及北河口--杜阳桥段防洪治理工程施工
VII 标项
发包人名称：陇县抗旱防汛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
合同价格：9574928.57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5.9
3、项目名称：陕西汉江旬阳水电站旬阳县城关镇乱滩沟移民安置点一标段
发包人名称：旬阳县支援汉江旬阳电站建设指挥部
合同价格：674.431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1.30
4、项目名称：宁陕县长安河城关镇防洪工程
发包人名称：宁陕县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办公室
合同价格：4769347.16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7.16

投标人获奖

1、证书名称：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证书编号：陕水安标IISG2021003
奖项：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单位
有效期:2021年2月
签发单位：陕西省水利厅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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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员
（证书编号：SGL20216100639；安全生产考核证编号：陕水安C（2021）00099）:
张彪;资格或职称:水利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2602926）;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2)质检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0392）:候海燕;资格或职称:建筑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
：1368505）;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3)施工员
（证书编号：SGL20196100568）:王宝乙;资格或职称:水利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
：1355722）;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4)材料员
（证书编号：SGL20216100222）:李宇洁;资格或职称:公路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
：1367553）;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5)资料员
（证书编号：SGL20186100353）:张华;资格或职称:水利工程工程师（证书编号：
1339779）;专业:水利水电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有效期：2019年9月3日至2022年9月2日
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有效期：2019年9月3日至2022年9月2日
3、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证书有效期：2019年9月3日至202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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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河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暗标第261页出现“北京

市”字样。

不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
法2.1.1技术部分初步评审中
技术文件格式（暗标）的要求

。

2
鄂尔多斯市誉恒水利有限责任

公司
技术暗标第242页至247页的页

码非小四号宋体。

不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
法2.1.1技术部分初步评审中
技术文件格式（暗标）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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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华，联系电话：0477-8963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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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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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