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市创建“公交都市”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招标 

中标结果公示 

长春市创建“公交都市”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招标的评标工作已于 2016年 7月 5日结

束，现将本次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公示内容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 

标段 推荐中标候选人 投标报价（元） 

SJ01 

第一中标候选人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36601.00  

第二中标候选人 吉林市公路规划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759889.00  

第三中标候选人 四平市公路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721629.00  

SJ02 

第一中标候选人 长春市公路规划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7500000.00  

第二中标候选人 吉林省吉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508000.00  

第三中标候选人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7480000.00  

SJ03 

第一中标候选人 吉林省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601779.00  

第二中标候选人 吉林省荣邦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572274.00  

第三中标候选人 吉林省隆迈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636685.00  

SJ04 

第一中标候选人 吉林省谊诚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491117.00  

第二中标候选人 长春市宏程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499300.00  

第三中标候选人 吉林省宏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479932.00  

 



 

二、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主要人员（指设计负责人）、个人业绩、相关证书编号： 

标段 中标候选人 主要人员 个人业绩 相关证书编号 

SJ01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陈钊 

长春市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九

台至双阳段建设项目SJA标段勘

察设计 

国道珲春至乌兰浩克特公路敦

化苇子沟至下石桩子改扩建工

程勘察设计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坦途至黑

水段两阶段施工图设计 

省道扎赉特旗至突泉公路大岗

林场至镇赉段勘察设计 

县道东屏至大安公路东屏至莫

莫格段工程勘察设计 

县道 X115 向海至团结公路团结

至兴隆山段工程勘察设计 

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桥 

编号：2009006A461 

吉林市公路规划勘测

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佟喜辉 

珲乌公路虎牛沟至饮马河段二

级公路施工图设计 

国 道 珲 春 至 乌 兰 浩 特 公 路

（G302）吉林至饮马河段工程两

阶段施工图设计 

长春至吉林公路（北线）土们领

至吉林段两阶段施工图设计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桥 

编号：2012015B090 

四平市公路勘测设计

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 

张会民 

秦八线小城子镇至喇嘛甸镇段

水毁恢复重建工程设计 

省道伊西公路伊通境内段水毁

恢复工程设计 

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桥 

编号：2009006A073 



 

标段 中标候选人 主要人员 个人业绩 相关证书编号 

SJ02 

长春市公路规划勘测

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于淑香 

长春市黑大、长清、长太、科铁

线养护工程施工图设计 

长春市珲乌公路养护工程一阶

段施工图设计 

榆江公路榆树至天德段施工图

设计 

长余高速公路米沙子出口工程

一阶段施工图设计 

研究员职称证书 

专业：道路与桥梁 

编号：2007010A048 

吉林省吉润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王利忠 

烟辽线辽源段大修改造工程 

省道靖西线集易线至孤山子、姜

家店至长白线段养护工程 

省道舒太线其塔木至干沟段路

面改造工程 

柳河县省道靖西公路养护大修

工程 

吉林省 2015 年干线普通公路养

护工程 07标段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桥 

编号：

220403197101083938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 

胡光艳 

2011 年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西

部新区基础设施勘察设计（一） 

德惠市乡道工程勘察设计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路、武

汉路、扬州街等道路提升改造及

绿化工程勘察设计招标 

研究员职称证书 

专业：道路与桥梁勘测设

计 

编号：2007010A047 



 

标段 中标候选人 主要人员 个人业绩 相关证书编号 

SJ03 

吉林省交通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张兵 

省道老松公路汪清至延吉段两

阶段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长春绕城高速 2007 年养护工程

一阶段施工图设计 

长春绕城高速 2008 年养护工程

一阶段施工图设计 

省道沈长公路老岭至临江段施

工图设计 

长春绕城高速 2009 年养护工程

一阶段施工图设计 

汪清至延吉高速公路两阶段初

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白城市科铁线养护工程一阶段

施工图设计 

2011 年吉林省高速公路养护专

项工程 

国道京哈公路德惠至省界段 

白城市珲乌、齐双、科铁线养护

工程施工图设计 

吉林省 2012 年度干线普通公路

养护工程 03标段 

省道尚西线磐石至西岭段大修

工程 

延边州 2014年度养护工程 

国道 G331 丹东至阿勒泰公路春

景至朝阳隧道段养护工程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公路与城市道路工

程 

编号：220102660425333 

吉林省荣邦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 

李鸿伟 

吉林省 2007 年度县级公路养护

工程设计 03标段 

吉林省 2007 年度县级公路养护

工程设计 03标段 

兴安岭至国松国防公路 

东辽县 2013 年农村公路建设工

程 

白山市二道阳岔至龙山湖码头、

浑江区簸箕掌子村至红新村国

防公路建设项目 B标段勘察设计 

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路与桥梁 

编号：2013005A264 



 

 

吉林省隆迈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霍云峰 

扶余县工业集中区道路工程施

工图设计 

通榆县鸿兴镇花园村水泥路建

设项目 

吉林市丰满区前二道乡后屯至

山前水泥路改建工程 

梅河口市水道镇新立村水泥路

工程勘察设计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路桥勘察设计 

编号：2007017B112 

标段 中标候选人 主要人员 个人业绩 相关证书编号 

SJ04 

吉林省谊诚交通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吕红军 

2012 年农安县烧锅镇农村公路

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 

农安县 2013 年度农松公路改建

工程勘察设计 A标段 

农安县农松公路榛柴至高家店

段公路改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农安县 2014 年农村公路改造工

程施工图设计 

农安县 2015 年老长农公路改造

工程施工图设计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桥 

编号：2012015B179 

长春市宏程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周洪飞 

国道珲乌公路珲春至图们、大石

头、至敦化段改建工程施工图设

计 

国道 G222嘉荫-临江江源段水毁

后恢复重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翁牛特旗交通运输局嘎查通村

水泥路面勘察设计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桥 

编号：2005050B034 

吉林省宏信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岳静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双辽农场

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水泥路

工程建设项目 01 标 

四平市双辽农场危房改造配套

基础设施水泥路工程建设项目

项目 

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 

专业：道桥 

编号：2006018B058 



 

 

三、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 

标

段 
中标候选人 项目业绩 

SJ01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嫩江至丹东高速公路坦途至黑水段两阶段勘察设计 

省道扎赉特旗至突泉公路大岗林场至镇赉段勘察设计（A标段） 

国道珲春至乌兰浩特公路敦化苇子沟至下石桩子段改扩建工程勘察设

计 

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九台至双阳段建设项目 SJA标段勘察设计 

县道 X115向海至团结公路团结至兴隆山段工程勘察设计 

县道东屏至大安公路东屏至莫莫格段工程勘察设计 

吉林市公路规划勘测设

计院有限公司 

省道尚志至西丰公路蛟河至松江段水毁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勘察设计 

省道尚西公路常山至门船房子段改建工程勘察设计 

县道吉天公路腰岭子至伙棚沟段改建工程勘察设计 

县道双河镇至岔路河段公路改建工程 

四平市公路勘测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 

秦八线小城子镇至喇嘛甸镇段水毁恢复重建工程设计 

伊通县 2014年省道伊西公路伊通境内段水毁恢复工程设计 

梨石线县道改造工程设计 

SJ02 
长春市公路规划勘测设

计院有限公司 

长春市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九台至双阳段铺道施工图设计 

长伊公路长春至依家屯（市界）段工程勘察设计 

省道大通线瞻榆至五道营子（省界）段施工图设计 

省道舒太线（S302）102线至太兴段施工图设计 

省道长石公路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中央大街至前董家互通公路工程设

计 

靖宇金穗桥梁维修工程 

省道和露线（东升林场粒子河）段水毁重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国道京哈公路新开河至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图设计 

靖宇大街道路改造及配套工程 

扎鲁特旗高新技术化工园环路工程设计 

营抚公路靖宇大街至青龙河大桥段道路排水工程 

万泉大街跨越京哈高速公路（G1桥梁工程） 

2015年度榆树市乡道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2016年度榆树市乡道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2016年德惠市农村公路工程勘察设计 



 

吉林省吉润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烟辽线辽源段大修改造工程 

省道靖西线集易线至孤山子、姜家店至长白线段养护工程 

省道舒太线其塔木至干沟段路面改造工程 

柳河县省道靖西公路养护大修工程 

吉林省 2015年干线普通公路养护工程 07标段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院 
德惠市乡道工程勘察设计 

SJ03 

吉林省交通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安图至二道白河公路安图至东清段水毁恢复重建工程 

东胜至永安国防公路施工图勘察设计 

双阳区鹿乡镇信家村农村公路工程和双阳区鹿乡镇鹿乡村农村

公路工程 

九台市土们岭镇农村道路工程 

白城市科铁线养护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 

白山市榆江线、沈长线养护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 

兴安岭至果松国防公路施工图设计 

2014年省道尚西线磐石至西岭段大修工程 

吉林省辽源市 2015年度干线普通公路养护工程勘察设计 

吉林省四平市 2015年度干线普通公路养护工程勘察设计 

吉林省荣邦工程设计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省道东宁至东清公路汪清绕越线 

东辽县 2013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 

白山市二道阳岔至龙山湖码头、浑江区簸箕掌子村至红新村国

防公路建设项目 B标段勘察设计 

吉林省隆迈工程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 

永吉县万昌镇裴家村、拉西镇松花村、双河镇大河船村水泥路

施工图设计等 

永吉县万昌镇万昌村、岔路河镇高家村、拉西镇松花村施工图

设计 

永吉县拉西镇索屯村、双河镇庙岭村、岔路河镇白家村水泥路

工程施工图设计 

吉林市丰满区前二道乡后屯至山前水泥路改建工程 

梅河口市湾龙镇兴安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红梅镇联盟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进化镇乐善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龙山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大泉眼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西玉井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小杨乡陈大桥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双兴乡八家子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新合镇茂林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红梅镇福利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李炉乡凤城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进化镇维新村周家屯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康大营镇二道河子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康大营镇二道河子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中和镇兰堡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小杨乡六官巷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黑山头镇黑山头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福民街道常家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解放街道季家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进化镇帽沟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水道镇烟桥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杏岭乡帽山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中和镇张油坊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小杨乡小杨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黑山头镇和平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李炉乡凤城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小杨乡双龙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小杨乡宫家街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杏岭乡帽山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牛心顶镇自兴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水道镇新立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水道镇水道村黄家店屯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曙光镇红星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东山村户户通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中花园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东玉井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西山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杏岭乡杏岭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红梅镇程家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红梅镇民主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湾龙乡湾龙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福民街道幸福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一座营镇靖安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红梅镇富强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红梅镇刘大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福民街道张家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红梅镇白石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城东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中和镇黎明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城西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山城镇永胜村户户通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海龙镇春明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黑山头镇和平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新合镇双胜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双兴乡靠山村六组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小杨乡倒木沟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小杨乡姜家街村水泥路工程 

梅河口市水道镇新立村水泥路工程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辽河农场国有垦区危旧房改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水泥路工程 

SJ04 

吉林省谊诚交通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2012年农安县烧锅镇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 

农安县 2013年度农松公路改建工程勘察设计 A标段 

农安县农松公路榛柴至高家店段公路改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农安县 2014年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 

农安县 2015年老长农公路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 

长春市宏程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国道珲乌公路珲春至图们、大石头、至敦化段改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嘎查通村水泥路面勘察设计 

吉林省宏信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双辽农场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水泥路工程建设

项目 01标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双辽农场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水泥路工程建设

项目 03标 

四平市双辽农场危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水泥路工程建设项目 

 

四、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无。 

公示日期为 2016年 7月 6日至 7月 8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递交到招标

代理机构。 

招   标   人：长春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刘跃雷 

电        话：0431-84516882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华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吕洪水 

电        话：0431－88466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