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评标结果（中标候选人）公示

报建编号： 2202JS0202 标段号： C01

招标人： 上海临港金山二工区新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上海拓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笑萌 联系电话： 19537882196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325号3B-82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招标标段名称： 碳谷绿湾一期项目（东区）

最高投标限价： 122843122（元）(12284.3122万元)

合理低价： 11848.1238（万元） 下浮比率： 4%

剔除最高报价项百
分比（P）： 25%

剔除最低报价项百
分比（Q）： 25%

招投标情况（共6个投标人）

投标人 中标候选人排序
项目负责
人姓名 工期 否决投标

报价初步甄
别情况

投标报价
（万元）

上海华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第一中标候选人 黄炜 488 12250.2394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虞小中 488 12256.4287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宏杰 488 12280.352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傅小杰 488 12277.0427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杜涵磊 488 12271.3819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祝兰兰 488 12265.3104

暂列金额和暂估价

暂估价： 2143.3353（万元）

暂列金额： 0（万元）

其中专业工程暂估
价： 2102.0599（万元）

专业工程暂估价明细表

公示期限： 2022-11-29 至 2022-12-02

序号 专业工程名称
金额

（万元）

1 室外总体工程 1222.5

2 弱电工程 199.1127

3 消防工程 520.9272

4 交通标识 39.52

5 电梯设备及安装 120

合计 2102.0599



备注：
招标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确定中
标人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评标结果有异议的, 应当以书面署名形式
在“中标候选人公示” 期间，向招标人提出。

发布人：上海临港金山二工区新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2年11月29日



一、投标文件被否决的投标人名称、否决投标原因及其依据（技术标）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否决投标原因 依据

无否决投标

依据

1.1投标文件未经投标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1.2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本项指共同投标协议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签署、提交，未
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1.3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1.3（1）投标人名称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不一致，或前述证照无效；（投标文件
中无需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以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统一生成的《投
标企业基本情况表》和《投标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表》进行评审，如系统未成功生成上述表格
的，则以评标当日由系统查询的信息进行评审。）
1.3（2）投标人资质条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1.3（3）项目负责人资格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专业等级要求，或投标截止当日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
负责人的（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同一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者分期施工的除外； 项目负责人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发生变更的，如变更后时间未满180天，不得参与本标段投标；（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项目
负责人身份证、执业注册证书等证明材料，以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统一生成的《投标项目负
责人基本情况表》进行评审，如系统未成功生成上述表格的，则以评标当日由系统查询的信息进行评
审。）
1.3（4）投标人相关专业注册建造师数量不得低于现行最低资质对建造师数量要求（以该企业在本市
备案的数据为准）。
1.3（5）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的社保非本单位缴纳（已退休的人员除
外）。社保在单位分支机构（非独立法人）缴纳的视同本单位缴纳。社保缴纳以《投标承诺书》第十
三条进行评审。
1.3（6）采用资格预审的项目，投标文件与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项目负责人不一致（离职、重病、死
亡的除外）；
1.3（7）企业、项目负责人类似项目业绩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1.3（8）投标人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1.3（9）投标人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1.3（10）投标人与本招标标段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1.3（11）投标人与本招标标段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1.3（12）投标人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单位，招标代理机构，承担设计、造价咨询、监理业务的单位；
1.3（13）投标人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单位、招标代理机构、设计单位、造价咨询机构、监理单位为同
一法定代表人；
1.3（14）投标人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单位、招标代理机构、造价咨询机构、监理单位存在管理关
系、相互控股或参股关系；
1.3（15）投标人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
1.3（16）投标人被责令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1.3（17）投标人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1.3（18）投标人在近三年内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施工质量问题（以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
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1.3（19）投标人被市场监督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3（20）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1.3（21）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行为；
1.3（22）投标人拖欠工人工资，情节严重被本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且在公布的期限内；
1.3（23）投标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无正当理由放弃投标、中标资格，造成招标人重新招标的
投标人。
1.4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1.5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具体包括以下情形的
1.5（1）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1.5（2）工期超过招标文件规定；
1.5（3）质量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1.5（4）对本工程重点、难点、应急预案的分析及其针对性措施有缺失；
1.5（5）施工进度计划表缺失、工序缺漏或者错误；
1.5（6）施工总平面图缺失或者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如有）；
1.5（7）重要机械设备配置缺失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
1.5（8）危大工程清单及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缺失或者与项目实际情况不符（如有）。
1.5（9）投标人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
1.5（10）未按招标文件要求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1.6投标人在本标段中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1.7无

评标结果（中标候选人）公示详情信息



四、 评标委员会技术标评分(合格分数) 

序号 投标人名称 评委1 评委2 评委3 评委4 评委5 结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2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3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4
上海华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5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6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五、 评标委员会商务标评分 

序号 投标人名称 投标报价（万元） 合理最低价（万元） 排序

1 上海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250.2395 11848.1238 1

2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256.4288 11848.1238 2

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265.3104 11848.1238 3

三、评标委员会信用标评分（合格分数60）

序号 投标人名称 信用标分值 信用标结果

1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24 合格

2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88.2 合格

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4.82 合格

4 上海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4.45 合格

5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72.01 合格

6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2 合格

二、投标文件被否决的投标人名称、否决投标原因及其依据（商务标）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否决投标原因 依据

无否决投标

依据

1.1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1.2（1）投标报价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1.2（2）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低于分部分项工程费乘以招标文件规定的最低费率3.2%*90%（即
2.88%）
1.3（1）改变专业工程暂估价、材料（设备）暂估单价、暂列金额或者工程量（招标文件允许工程量
改变的除外）；
1.3（2）规费、增值税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费率计取；
1.3（3）工期超过招标文件规定；
1.3（4）质量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1.3（5）投标人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
1.4投标人在本标段中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1.5无



4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71.3819 11848.1238 4

5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12277.0428 11848.1238 5

6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2280.3521 11848.1238 6

六、 中标候选人项目业绩及拟担任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发包人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订日期
项目开竣工日

期

珠三角跨境电
商贸易港项目

4406082005270
001

星亦(佛山)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物流仓库、厂
房，总建筑面
积140525平方

米

28215 2020-04-15
2020年04月31
日至2021年05

月31日

华平金山银河
一号智慧产业
园一期D地块

W202006013046
5

上海新涅实业
有限公司

物流仓库、厂
房、总建筑面
积63927.81平

方米

12024.9505 2020-05-28
2020年6月10日
至2021年7月23

日

上海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业绩（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发包人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订日期
项目开竣工日

期

新材料研制基
地项目

W202204013012
7

上海杉杉新材
料有限公司

研发楼、地下
车库、1#厂

房、2#厂房、
3#厂房、配建
库房、垃圾

房、门卫及必
要的室外总体
设施等。总建

筑面积
101506.43平方

米。

36800.0088 2022-01-20
2022年3月1日
至2023年5月24

日

B1仓库、B2仓
库、非机动车

棚、门卫

4413522207210
001

惠州市世维仓
储物流有限公

司

物流仓库厂
房，总建筑面
积106129.22平

方米

27894.41 2022-03-10
2022年3月31日
至2023年6月30

日

安费诺永亿电
子扩产项目

W202104013603
4

上海市莘庄工
业区经济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层数：4层 11106.6452 2021-04-16
2021年4月25日
至2022年4月24

日

上海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业绩（在建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发包人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订日期
项目开竣工日

期

创新型生物医
药工艺研发与
生物制药合同
生产基地一期

W201811013147
1

上海药康德明
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房屋建筑面积
为34314.57平

方米
12000 2018-11-07

2018年12月1日
至2020年11月

30日

创新型生物医
药工艺研发与
生物制药合同
生产基地二期

W202004013600
4

上海药明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
61702.4 m2 16700 2020-04-27

2020年5月10日
至2022年3月31

日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业绩（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发包人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金额（万

元） 合同签订日期
项目开竣工日

期

漕河泾开发区
黄桥科技园项
目（除桩基）

W202103013027
8

上海漕河泾开
发区黄桥高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建筑面积 
93463.96平方

米
43821.9297 2021-02-26

2021年3月1日
至2023年8月30

日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业绩（在建项目）



普陀区长寿地
区C060101单
元A5-6地块小
学新建工程

W202111201388
73

上海市普陀区
教育事业服务

中心
25534平方米 22896.6238 2021-12-17

2022年1月1日
至2023年8月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