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至伊通段建设项目-九台至双阳段 PPP 项目监理 

中标候选人公示附件内容 

一、 投标文件关键内容摘录 

 

标段：JL-1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长春市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7153266103（联合体牵头人） 

912201017359177337（联合体成员）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刘晓光 

职称证书编号 2007050B329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1027579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2.09-2015.10 长春至深圳高速公路长春至双辽段 CSJ03 合同段 驻地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长春至深圳高速公路长春至双辽段 CSJ03 合同段 高速公路 19.38km 

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J04标

段 
高速公路 19.715km 

鹤大高速公路小沟岭至抚松段（雁大段）HDJ04 合同段 高速公路 29.02km 

营城子至松江河高速公路抚松至松江河段 J10 合同段 高速公路 23.93km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吉林省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670256832X3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为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为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金兆慧 

职称证书编号 2011D172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1027615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6.04-2017.12 长春至深圳高速公路长春至双辽段 CSZJ01 合同段 总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小沟岭至抚松段 HDZJ01 合同段 高速公路 59.439km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小沟岭至抚松段 HDZJ03合同段 高速公路 60.062km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靖宇至通化段 HDZJ05 合同段 高速公路 49.071km 

吉林省辉南至白山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HBZJB02 合同段 高速公路 34.919km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北京交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广西交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715594273（联合体牵头人） 

91450100061737399W（联合体成员）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郭振国 

职称证书编号 070001386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0719056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4.01-2016.12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靖宇至通化段施工监理

HDJ13 合同段 
总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京新高速临白段 LBZD-20 合同段 高速公路 36km 

京新高速公路集宁至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境内）JHZD-02

合同段 
高速公路 25km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靖宇至通化段施工监理 HDJ13 合

同段 
高速公路 17.882km 

四川省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项目（雅安段）JL5、JL9 合同

段 
高速公路 67.918km 

湖南益阳至娄底高速公路 J1 合同段 高速公路 25.986km 

遂宁至广安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监理 JL1 合同段 高速公路 69km 

 

二、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公示：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否决理由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否决原因 否决依据 

1 
吉林省公路
工程监理事

务所 

未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
知 3.5.3 条要求 招标文件P24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

款：“投标人的信誉情况”应附投标人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
用中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网页截图复印件，以及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中投标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无行贿
犯罪行为记录查询的网页截图复印
件。 
 2 

吉林省金泉
公路工程咨
询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
知 3.5.3 条要求 

 



 

标段：JL-2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陕西兴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135939857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公路机电工程专项、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齐雷鸣 

职称证书编号 0126791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1439486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3.03-2015.09 铜川至黄陵高速公路半截沟联络线项目 TH-JC06 驻地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内蒙古京新高速公路临河至白疙瘩段施工监理 LBZJ-1 总

监办 
高速公路 104.377km 

陕西省柞水至山阳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监理

LJJ-4驻地办 
高速公路 22.781km 

陕西省西咸北环线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监理LJJ-3

驻地办 
高速公路 23.442km 

陕西省安康至平利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监理 APJ3

驻地办 
高速公路 11.485km 

陕西省铜川至黄陵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监理

TH-JC06 驻地办 
高速公路 13.52 km 

陕西省咸阳至旬邑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施工监理 JL-4

驻地办 
高速公路 25.16 km 

京新高速公路临河至白疙瘩段（阿拉善盟境内）机电工程

LBJDZD-1 驻地办 
高速公路 104.377 km 

柞水至山阳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JDJ 总监办 高速公路 78.832 km 

G216 线五彩湾至大黄山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总监办 高速公路 96.311 km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中咨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北京中景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97107999L（联合体牵头人） 

91110111663134202W（联合体成员）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公路机电工程专项、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朱孝伟 

职称证书编号 04002113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0922997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2.06-2016.12 杭瑞高速贵州省毕节至都格（黔滇界）公路 驻地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梁平至黔江高速公路梁平至忠县段第 LZJL2 监理合同段 高速公路 34.45 km 

甘肃平凉至武都高速公路成县至武都建设项目机电工程

施工监理 
高速公路 89.93km 

青海省茶卡至格尔木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监理 IV 合同段 高速公路 110.77km 

大广高速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化公路项目工程 J2

合同段 
高速公路 46.593km 

吉林营城子至松江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靖宇至抚松段 03

总监办 
高速公路 39.29km 

贵州省毕节至都格高速公路路面工程施工监理 LMJL1 合

同段 
高速公路 79.75km 

贵州省毕节至都格（黔滇界）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第

B监理合同段 
高速公路 15.814km 

京石二通道（大苑村-市界段）高速公路工程第 1监理合

同段 
高速公路 12km 

青海省茶卡至格尔木公路改扩建工程机电工程施工监理 高速公路 470.13km 

广东省龙川至怀集公路（龙川至连平段）机电工程施工监

理 JJ1标段（独立完成新建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125.8km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吉林省通达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山西兴路交通工程监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吉林建院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4243880313P（联合体牵头人） 

91140100725912250G（联合体成员） 

912201042438167095（联合体成员）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公路机电工程专项、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高丽君 

职称证书编号 2012015B152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0614010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2.12-2014.09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镇赉（西互通）至白城（陶家

互通）段建设项目 NDZDB02 
驻地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鹤大高速靖宇至通化段 HDJ16 驻地办 高速公路 13.348 km 

鹤大高速公路小沟岭至抚松段HDJ01驻地办 高速公路 13.452km 

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 ZJB01

总监办 
高速公路 25.287km 

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 J05 驻

地办 
高速公路 12.287km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白城至黑水段 BHZDB02 驻地办 高速公路 26.5km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镇赉（西互通）至白城（陶家互通）

段建设项目 NDZDB02 驻地办 
高速公路 12.42km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硅谷互通工程总监办 高速公路 5km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腾飞互通立交工程总监办 高速公路 5.19km 

长临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高速公路 170km 

陕西原神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高速公路 64.673km 

神岢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高速公路 63.907km 

 



 

二、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公示：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否决理由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否决原因 否决依据 

1 
陕西公路交
通科技开发
咨询公司 

未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
须知 1.总则 1.4 投标人资格要
求 1.4.2 、(3）要求 

招标文件 P11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2(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
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
中投标； 
  

2 

吉林市万丰
公路工程监
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
须知 1.总则 1.4 投标人资格要
求 1.4.2 、(3）要求 

 



 

标段：JL-3 

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中咨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北京中景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97107999L（联合体牵头人） 

91110111663134202W（联合体成员）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朱孝伟 

职称证书编号 04002113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0922997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2.06-2016.12 杭瑞高速贵州省毕节至都格（黔滇界）公路 驻地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青海省茶卡至格尔木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监理 IV 合同段 高速公路 110.77km 

梁平至黔江高速公路梁平至忠县段第 LZJL2 监理合同段 高速公路 34.45 km 

大广高速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化公路项目工程 J2

合同段 
高速公路 46.593km 

吉林营城子至松江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靖宇至抚松段 03

总监办 
高速公路 39.29km 

贵州省毕节至都格高速公路路面工程施工监理 LMJL1 合

同段 
高速公路 79.75km 

贵州省毕节至都格（黔滇界）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第

B监理合同段 
高速公路 15.814km 

京石二通道（大苑村-市界段）高速公路工程第 1监理合

同段 
高速公路 12km 

 



 

第二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吉林省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670256832X3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为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为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金兆慧 

职称证书编号 2011D172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1027615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6.04-2017.12 长春至深圳高速公路长春至双辽段 CSZJ01 合同段 总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小沟岭至抚松段 HDZJ01 合同段 高速公路 59.439km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小沟岭至抚松段 HDZJ03合同段 高速公路 60.062km 

鹤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靖宇至通化段 HDZJ05 合同段 高速公路 49.071km 

吉林省辉南至白山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HBZJB02 合同段 高速公路 34.919km 

 



 

第三中标候选人： 

投标人 
吉林省通达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吉林建院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4243880313P（联合体牵头人） 

912201042438167095（联合体成员） 

承诺的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 

承诺的安全目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避免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控制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承诺的工期 施工期（含准备期）41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资质类型、等级 公路工程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信誉情况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拟任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高丽君 

职称证书编号 2012015B152 

总监理工程师证编号 JGJ0614010 

时间 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 

2012.12-2014.09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镇赉（西互通）至白城（陶家

互通）段建设项目 NDZDB02 
驻地监理工程师 

企业 

项目 

业绩 

信息 

项目名称 技术等级 里程长度（Km） 

鹤大高速靖宇至通化段 HDJ16 驻地办 高速公路 13.348 km 

鹤大高速公路小沟岭至抚松段HDJ01驻地办 高速公路 13.452km 

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 ZJB01

总监办 
高速公路 25.287km 

京哈高速公路四平至长春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 J05 驻

地办 
高速公路 12.287km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白城至黑水段 BHZDB02 驻地办 高速公路 26.5km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镇赉（西互通）至白城（陶家互通）

段建设项目 NDZDB02 驻地办 
高速公路 12.42km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硅谷互通工程总监办 高速公路 5km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腾飞互通立交工程总监办 高速公路 5.19km 

 



 

二、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公示：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否决理由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否决原因 否决依据 

1 
吉林省公路
工程监理事

务所 

未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
知 3.5.3 条要求 招标文件P24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5.3

款：“投标人的信誉情况”应附投标人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
用中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网页截图复印件，以及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中投标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委任的总监理工程师无行贿
犯罪行为记录查询的网页截图复印
件。 
 2 

吉林省金泉
公路工程咨
询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满足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
知 3.5.3 条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