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污水工程改扩建项目（EPC模式）设计、采购、施工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鄂尔多斯市东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名称  伊金霍洛旗人民医院污水工程改扩建项目（EPC模式）

招标项目编号  Q1506011506003178001

标段（包）名称  设计、采购、施工标段

标段（包）编号  Q1506011506003178001001

开标时间  2021年11月09日 09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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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至 2021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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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限价  9391727.7900元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河南乐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人)、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8875182.7600元

工期（交货期） 116日历天

工程质量
设计要求：满足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相关规定和规范要求；施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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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企业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行业（市政工程）甲级]资质；施工
企业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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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敏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市政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编号C15170170902219
注册证编号：豫241131337436，安考证编号：豫建安B（2013）012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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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以国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市政公用工程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B1019090107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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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滨工业园建成区市政排水提升改造设计项目
发包人：天津京滨科技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973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7月16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淮阳区育才路（羲皇大道-泰山路段）建设项目1标段
发包人：周口市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价格：11854071.15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10月26日
业绩三
项目名称：谷阳路东段（春暖街--黄庭路）道路工程建设项目
发包人：鹿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价格：16850047.09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9月22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商水县老旧小区红线外配套基础设施小西环人行道改造工程（行政路
--章华台路）一标段
发包人：商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价格： 13396049.17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9月25日
业绩五
项目名称：康巴什区2021年住宅小区品质提升改造工程-雍景紫台D区供水供热管网
改造
发包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价格：1497219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7月12日
业绩六
项目名称：新华大街
（五一渠至矬口方沟段）、康平路（新华大街至府前街段）雨污分流综合改造工程
发包人：香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价格：54693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5月
业绩七
项目名称：翼城县全域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新城片区道路工程）设计
发包人：翼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合同价格：6880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3月4日
业绩八
项目名称：乌审旗嘎鲁图镇西部拓展区怡林南路延伸线新建市政道路及配套设施工
程
发包人：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价格：23344027.73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06月15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近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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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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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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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琳琳;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2001040029854;专业:市政工程;
(2)
设计负责人:刘静;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CS103100477；资格证书编号：中寰高
职字第210079号;专业:给水排水;
(3)安全员:纪建新;资格或职称:工程师C19603160901670安考证：豫建安C
（2019）0000407;专业:市政工程;
(4)施工员:刘云鹏;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2001010103850;专业:市政工程;
(5)资料员:蒋思凝;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2001050039642;专业:市政工程;
(6)
质量员:邢照翔;资格或职称:工程师C19630160901057岗位证编号：200103005818
2;专业:市政工程;
(7)造价员:高冉;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建[造]19410010688;专业:市政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AAA级信用等级证书
5.AAA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中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人)、中政国恒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8593430.9300元



工期（交货期） 116日历天

工程质量
设计要求：满足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相关规定和规范要求；施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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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企业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乙级]资质；施工企业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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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红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编号：NMG1700267，注册证编号：蒙215131428
767，安考证编号：蒙建安B（2021）00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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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军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市政工程高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001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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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市政管理局城区路灯节能改造工程
发包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市政管理局
合同价格：50072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 年5 月6 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中瑞民雅小区三供一业及市政管网雨污分离管沟工程
发包人：鄂尔多斯市中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101835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 年7 月3 日
业绩三
项目名称：准格尔旗包府线环境整治供水工程
发包人：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富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6216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 年8 月8 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神东公司市政设施分离移交项目施工图设计服务
（市政主管道改造工程）
发包人：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人民政府
合同价格：5860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 年4 月29 日
业绩五
项目名称：卓资县生活垃圾及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工程建设项目
发包人：卓资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合同价格：5950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1 年7 月12 日
业绩六
项目名称：乌兰镇生活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项目
发包人：鄂托克旗环境卫生管理局
合同价格：8800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 年11 月8 日
业绩七
项目名称：潮脑梁煤矿中水供水工程
发包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潮脑梁煤炭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600000 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 年10 月20 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近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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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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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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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凯文;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0004381岗位证编号：2101040000205580;
专业:园林;
(2)施工员:林景;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2101010100203312;专业:土建;
(3)资料员:王心妤;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2101050000205016;专业://;
(4)
安全员:祁丹;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2101020000203351安考证编号：蒙建安C2
（2021）0000112;专业://;
(5)
质量员:杜勇;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201310284岗位证编号：2101030100204939
;专业:土木工程;
(6)预算员:苏燕微;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2101100100204888;专业:土建;
(7)
设计负责人:刘建平;资格或职称:市政工程高级工程师00009426;专业:市政工程;

其他公示内容

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AAA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证书
5.AAA级信用企业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科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牵头人)、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投标报价 9377640.2000元

工期（交货期） 116日历天

工程质量
设计要求：满足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相关规定和规范要求；施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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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企业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资质；施工企业具备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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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明

项目负责人资格（或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

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证编号：NMG0045272，注册证编号;蒙2151415305
29，安考证编号：蒙建安B
（2015）0003204；市政中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0611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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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鹏飞

技术负责人资格
（或项目总工）

市政工程中级工程师，职称证编号：20140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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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临河区市政、环卫公用设施维修维护更新工程EPC总承包项目



发包人：巴彦淖尔市市政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975523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7月12日
业绩二
项目名称：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污水管网工程项目
发包人：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人民政府
合同价格：1303805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5月15日
业绩三
项目名称：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施工
发包人：乌拉特中旗隆富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6041356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8年6月4日
业绩四
项目名称：丽水市水阁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发包人：丽水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59868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8月2日
业绩五
项目名称：天水市麦积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工程EPC总承包
发包人：甘肃水投天水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价格：510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20年6月18日
业绩六
项目名称：漳州市东墩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发包人：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10000000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9年6月27日

投标人获奖 //

投标人信用

（1）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①近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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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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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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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天荣;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1520171111020423;专业://;
(2)
施工员:汪金良;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061120281岗位证编号：152015101101002
8;专业:市政;
(3)
资料员:张红红;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201403532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1520
171141020734;专业:工民建;
(4)安全员:陈明;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101121710安考证：蒙建安C
（2011）0000723;专业:工民建;
(5)质量员:杨根明;资格或职称:岗位证编号：1520171061020441;专业://;
(6)设计负责人:王永芳;资格或职称:高级工程师
（2017）1116021;专业:给水排水;
(7)
预算员:杨惠婷;资格或职称:中级工程师201403618岗位证编号：152016119101000
2;专业:工民建;

其他公示内容

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重合同守信用证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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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联系电话：0477-8686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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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萍芳，联系电话：13948479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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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