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狼山农场、城关镇）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施工第八标段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名称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牧局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鸿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和编号

2021年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狼山农场、城关镇）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临NK2021002

标段（包）名称和
编号

2021年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狼山农场、城关镇）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施工第八标段 临NK20210020108

开标时间

2021年09月28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

二号开标室（五楼）

公示期

2021年10月02日至2021年10月11日止

备注说明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泰业水利水保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元）

4762935.19

工期（交货期）

231

工程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承诺的项目负责人
姓名、相关个人业
绩、证书名称和编
号

1、2020 年乌拉特中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施工第三标段）；2、
2020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盐海村和塔布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农专项）塔布村施工二标段；3、2015 年乌拉特前旗高标准农
田整治项目招标结余款安排项目（工程）施工（第一标段）；4、临河
区（乌兰图克镇、狼山镇）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第五标段
张文军二级建造师NMG0052468

企业业绩

1、2016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牧场等 3 个高标准基本农田整
治项目和 2018 年乌拉特中旗德岭山镇红旗村、 大圣村和胜利村 2 个高
标准农田整治项目施工第九标段；2、2020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
拉山镇盐海村和塔布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专项）塔布村施工二
标段；3、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油房村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施工（第一标段）；4、2020 年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农业生产
发展专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标段；5、2015 年乌拉特前旗高标准
农田整治项目招标结余款安排项目（工程）施工（第一标段）；6、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基本农田土地整理项目施工第二标
段；7、临河区（乌兰图克镇、狼山镇）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
工第五标段。

杨普生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201516852业绩1.2016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牧羊海牧场等 3 个高标准基本农田整治项目和2018 年乌拉特中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姓名、相关个人业
绩、证书名称和编
号

杨普生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201516852业绩1.2016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牧羊海牧场等 3 个高标准基本农田整治项目和2018 年乌拉特中
旗德岭山镇红旗村、大圣村和胜利；村 2 个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施
工第九标段；2.临河区（乌兰图克镇、狼；山镇）2020 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施工第五标段；3.2020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盐
海村和塔布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专项）塔布村施工二；标
段；；李婷质检员蒙SL20191307；白慧杰施工员蒙SL20201171；侯艳
荣安全员蒙SL20201176；闫挺资料员蒙SL20191303；张腾飞材料员蒙
SL20181980；马永峰造价工程师ZJG2012150062。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的资格能力条件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评标情况

详见本公示附件《评标报告》

招标文件规定公示
的其他内容

/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元）

4606929.01

工期（交货期）

231

工程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承诺的项目负责人
姓名、相关个人业
绩、证书名称和编
号

1、2019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和巴彦套海镇盐碱地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施工（第六标准）；2、2020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套海镇和建
丰等 3 个镇 （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第十二标段）；3、磴
口县 2019 年盐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施工第三标段；4、鄂托
克前旗 2018 年度小型农田水利牧区重点县项目；5、科右中旗农业发
展专项2019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二次（四标段）。 耿璐二级建造师
蒙 215141530704

企业业绩

1、2019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和巴彦套海镇盐碱地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施工（第六标段）；2、2020 年五原县盐碱化耕地改良示范项
目农田配套工程施工采购（分包四）；3、2019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套
海镇和隆兴昌镇等 4 个乡（镇）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施工第 5 标段；4、2020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套海镇和建丰等 3 个镇
（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第十二标段）5、五原县 5 万
亩“改盐增草（饲）兴牧”试验示范工程项目（农田水利水工建筑部分）
施工（第九标段）；6、2020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银定图镇和丰裕办事
处等 3 个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专项）施工第三标段；7、
鄂托克前旗 2018 年度小型农田水利牧区重点县项目。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姓名、相关个人业
绩、证书名称和编
号

邢建国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041101728业绩2019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
套海镇和隆兴昌镇等 4 个乡 （镇）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
案施工第 5 标段；2.2019 年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和巴彦套海镇
盐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第六标段）；石晓峰施工员蒙 SL
20210436；韩科安全员蒙 SL20191643；马贞丽质检员蒙 SL
20191644；田佳芳材料员蒙 SL20210360；李春梅资料员
1520171141020204；王帅预算员1520171191020104；刘俊造价员
ZJG2013150013。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的资格能力条件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评标情况

详见本公示附件《评标报告》

的资格能力条件

评标情况

详见本公示附件《评标报告》

招标文件规定公示
的其他内容

/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名称

内蒙古广源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元）

4771201.27

工期（交货期）天

231

工程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

承诺的项目负责人
姓名、相关个人业
绩、证书名称和编
号

1、2020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新安镇长胜村等 3 个村及西山咀农场
二分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十标段）；2、2020 年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前旗新安镇长胜村等 3 个村及西山咀农场二分场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施工十标段）；3、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 2017年西井子镇土
地整治项目施工；4、2016 年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南昌村和忠厚堂村高
标准基本农田整治项目施工第三标段；5、2019 年乌拉特中旗农业生产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施工第七标段。 刘建二级建造师NMG0032584

企业业绩

1、2017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佘太村等（3）个村高标准
基本农田整治项目施工第二标段；2、2018 年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镇山
前村窑上高标准农田建设子项目农田水利工程；3、乌拉特中旗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第六标段；4、2020 年鄂尔多
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农田补助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标
段；5、磴口县 2019 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施工二标段；6、
2016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岭山镇红旗村和乌镇村高标准基本农
田整治项目（第六标段）；7、2020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新安镇长
胜村等 3 个村及西山咀农场二分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十标
段）；8、2020 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三道桥镇永进村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姓名、相关个人业
绩、证书名称和编
号

卜艾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050114356业绩1.2016 年乌拉特前旗大佘太
镇南昌村和忠厚堂村高标准基本农田整治项目施工第三标段；2.2017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佘太村等（3）个村高标准基本农田
整治项目施工第二标段；3.磴口县 2019 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施工二标段；4.2020 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新安镇长胜村等 3 个村
及西山咀农场二分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施工十标段）；白玉英安
全员蒙水安 C（2017）00369 蒙SL20201568；刘斌施工员蒙 SL
20201671；张治云质检员蒙 SL20201667；张志平材料员蒙 SL
20201670；白晓燕资料员蒙 SL20201668；刘小龙预算员
1520171191020237；周丽萍造价工程师SL000150064。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的资格能力条件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评标情况

详见本公示附件《评标报告》

招标文件规定公示
的其他内容

/

否决投标情况

异议与投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 人对该公示
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 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
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对招标人答复 仍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
日起十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向招标投标监督 部门提出投诉。
招标人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牧局

招标代理机构

地址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牧局

地址

联系人

裴群策

联系人

李东容

电话

04788295163

电话

15134999118

招标人电子盖
章

招标代理机构
电子盖章

鸿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