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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名称
许昌市东城区清溟河 (橡胶二坝一许由路 )左岸人工湿地栈道项 目

(一标段 )

项 目编号 XCGC-F2020029

招标人 许昌市东城区水务局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招标控制价 9109862.53;元

开标时间
2020年 3月 13日

8时 30分
开标地点

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开标二室

建设地点及规模

本项 目位于位于许昌市东城区清溟河 (橡胶二坝一许由路 )左

岸,项 目总长度 1600米 ,建设人工湿地栈道 1380米 ,观景平台

1077.76M2,汀步 269块 ,投光灯 1989套 ,LED栈道灯 1970套 。

招标代理机构 许昌宏业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评标委员会成员 谌少军、丁一飞、赵晶晶、何小冬、沈红军

评标办法 综合评标法

中标人 : 河南大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人资质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中标价 9064096.25.7已

质量等级
达到国家建设工程质量验收

的规范和标准 (合格)

工期 90日 历天

中标

人班

子配

't`伯汀

项 目经理 燕鹏 (注册建造师,注册编号:豫 241151575754)

技术负责人 李斌 (工程师,证书编号:C16910130900018)

施工员 闵佩 (岗 位证书编号 41151011500004)

质量员 鲍秋蓓 (岗 位证书编号:41151061500002)

安全员 曹胜利 (岗 位证书编号:豫建安C(2014)1772223)

材料员 鲍秋蓓 (岗位证书编号:41141111500059)

资料员 代建霞 (岗 位证书编号:4115114500145)

造价员 燕鹏 (岗 位证书编号:豫 130Q01690J)

造价师 葛伟 (岗 位证书编号:建 [造]18组 0008736)

行贿犯罪档案

记录查询情况
未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



XCCCˉ F2020029臼不见m福 mi午

市东城区清溪河 (橡胶
=坝一许由

目
″
中标公告

‘
'Ⅱ△ E彐
△△rF=曰

项 目名称
许昌市东城区清溟河 (橡胶二坝一许由路)左岸人工湿地栈道项目

(二标段 )

项 目编号 XCGC-F2020029

招标人 许昌市东城区水务局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招标控制价 9109862.53;元

开标时间
2020年 3月 13日

8时 30分
开标地点

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开标二室

建设地点及规模

本项 目位于位于许昌市东城区清溟河 (橡胶二坝一许由路 )左

岸 ,项 目总长度 1600米 ,建设人工湿地栈道 1380米 ,观景平台

1077.76M2,汀步 269块 ,投光灯 1989套 ,LED栈道灯 1970套 。

招标代理机构 许昌宏业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评标委员会成员 谌少军、丁一飞、赵晶晶、何小冬、沈红军

评标办法 综合评标法

中标人 河南美都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人资质 城市及道路照明壹级

中标价 2770716.13元

工 期 90日 历天质量等级
达到国家建设工程质量验收

的规范和标准 (合格 )

项 目负责人 魏磊 (注册建造师,注册编号:005砼0227)

项目副负责人 刘波 (注册建造师,证书编号:00507459)

技术负责人 李本贵 (工程师,证书编号:C06013930900005)

施工员 王海洋 (岗 位证书编号:41151040100655)

专职安全员 陈炳亮 (岗 位证书编号:豫建安C(2019)0002955)

王双峰 (岗 位证书编号:41151090100546)质量员

材料员 陶娜 (岗 位证书编号:41151110102058)

资料员 赵阳 (岗 位证书编号:41151140103037)

中

标

人

班

子

配

备

预算员 张楷 (岗 位证书编号:豫 160A37068A)

行贿犯罪档案

记录查询情况
未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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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名称
许昌市东城区清溟河 (橡胶二坝一军衽涠的闸Fi岸人工湿地栈道项

目 (三标段)

项 目编号 XCGC-F2020029

招标人 许昌市东城区水务局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招标控制价 149750.92元

开标时间
2020年 3月 13日

8时 30分
开标地点

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开标二室

建设地点及规模

本项 目位于位于许昌市东城区清溟河 (橡胶二坝一许由路 )

左岸,项 目总长度 1600米 ,建设人工湿地栈道 1380米 ,观景平

台 1077.76M2,汀步 269块 ,投光灯 1989套 ,LED栈道灯 1970套 。

招标代理机构 许昌宏业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评标委员会成员 谌少军、丁一飞、赵晶晶、何小冬、沈红军

评标办法 综合评标法

中标人 : 河南昊之伟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标人资质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

中标价 149000 .007t

质量等级
达到国家建设工程质量验

收的规范和标准 (合格)

服务期 同施工工期

总监理工程师 赵幸品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编号:每 1002349)

专业监理工程师 张龙 (证书编号:19104651)

专业监理工程师 张祜 (证书编号:19104653)

监理员 蒋玉 (证书编号:19200508)

监理员 韩伦 (证书编号:19200506)

中

标

人

班

子

配

备
见证员 杜熠宾 (证书编号:H41170050001196)

行贿犯罪档案

记录查询情况
未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