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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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CN0201 标段号： C01

招标人：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市光华医院)

招标代理机构： 上海上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陆海荣 联系电话： 13585522392

联系地址： 上海市愚园路1203弄45号101室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招标标段名称：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异地迁建项目

最高投标限价： 912542000（元）(91254.2万元)

合理低价： 88661.5276（万元） 下浮比率： 4%

剔除最高报价项百
分比（P）： 28%

剔除最低报价项百
分比（Q）： 22%

招投标情况（共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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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
有限公司 第一中标候选人 鲁海涛 3027 91155.988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沈怡青 3027 91180.5055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 陆荣平 3027 91195.3752

上海宝建（集团）有限
公司 鞠影 3027 91234.6655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顾惠清 3027 91230.2765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王俊 3027 91216.3266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磊 3027 91200.1367

暂列金额和暂估价

暂估价： 26109.156（万元）

暂列金额： 7759（万元）

其中专业工程暂估
价： 25672.76（万元）

专业工程暂估价明细表

序号 专业工程名称
金额

（万元）

1 装饰装修工程 7576.82

2 消防工程 1901.33

3 弱电智能化工程 6986

4 空调工程 5973.5

5 电梯工程 995.97

6 绿化工程 224.45



公示期限： 2022-08-26 至 202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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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市光华医院)

发布日期：2022年08月26日

7 泛光照明工程 245.79

8 变配电工程 1768.9

合计 256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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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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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建（集团）有限

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2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3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

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5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7
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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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91155.9889 88661.52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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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44 合格

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86.43 合格

3 上海宝建（集团）有限公司 81.02 合格

4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9.2 合格

5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6.08 合格

6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73.4 合格

7 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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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0%（即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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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180.5055 88661.5276 2

3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1195.3752 88661.5276 3

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91200.1368 88661.5276 4

5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91216.3267 88661.5276 5

6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230.2766 88661.5276 6

7 上海宝建（集团）有限公司 91234.6655 88661.527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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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湾社区A01B-
04地块新建医
疗用房项目

W201602013094
2

上海市虹口区
卫生健康委员

会
139540㎡ 103433.4902 2015-12-01 2016年4月-

2018年12月

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旅客过夜
用房装修工程

W202102013205
8

上海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

9268平方米 3379.6 2021-01-01 2021年4月-
2021年12月

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项目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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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桥机场东片
区迎宾二

路N1地块办公
楼项目

W202009013101
5

上海航汇临空
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约50000平方米 47650 2020-08-01
2020年9月-
2022年9月

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PDC1-

0401单元K12-
02地块项目

W202201010236
3

上海锦泰元实
业发展有限公

司
63553平方米 34782.5672 2021-12-01

2021年12月-
2023年12月

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项目业绩（在建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规模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价 开竣工日期

W202102013205
8

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旅客过夜
用房装修工程

装修工程 9268平方米 2021-01-01 3379.6 2021年4月-
2021年12月

W201205013498
5

世博村D地块二
次装修项目 装修工程 142439平方米 2012-02-01 20365.4626

2012年3月-
2012年8月

上海华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鲁海涛）类似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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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发银行总
部大楼

W201708013394
3

上海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建筑面积
126659.91m2，
地上30层，地

下4层

209615.1786 2017-08-17 朱莉莉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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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中区单元
56-01地块项目

W201912013188
5

上海翌鑫置业
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
213037m2,地下
3层,地上30层

203491.5828 2019-12-01 沈爱民

张江中区单元
57-01地块项目

W201912013188
4

上海翌久置业
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
268607m2,地下
3层,地上59层

260608.4172 2019-12-01 王伟导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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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东滩长者
社区一

期CCRC项目

w201504010717
3

上海实业养老
发展有限公司

114351平方米 43808.716 2015-04-08 2015-04-15至
2016-12-29

生物科技
楼、综合实验

楼工程

W201705013077
1

上海师范大学 36694平方米 15758.9728 2017-04-20 2017-04-21至
2018-07-12

年产3000万人
份疫苗产业化

建设2期

W202110013814
0

上海青赛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40000平方米 13870 2021-12-10 2021-12-10至
2022-09-21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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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曙光医
院科教综合楼
装饰装修

w202012013931
9

上海建工一建
集团有限公司 33476平方米 2805.6656 2020-11-20

2020-11-25至
2021-09-10

上海市崇明区
陈家

镇CMSA0008单
元19-01（实验
生态社区41

号）地块装修

W202103013846
1

上海光明明昱
置业有限公司 75704平方米 5624.0981 2021-03-24

2021-04-01至
2021-08-31

雅运染整研发
总部项目

w202009013512
6

上海雅运新材
料有限公司 32878平方米 13291.5158 2020-09-10

2020-10-01至
2022-01-31

上海市保障性
住房三林基地3

号地块1标

w201912013610
8

上海南苑房地
产有限公司

50165平方米 39383.7253 2019-12-23 2019-12-28至
2022-03-06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业绩（在建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规模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价 开竣工日期

w202005013015
9

找钢网钢铁电
商技术中心装

饰
装饰 装修面积

38982M2
2020-04-01 1996.8218 2020-04-01至

2020-07-30

W201412013175
6

华东师范大学
新建河口海岸

大楼
施工总承包 建筑面积

34500M2
2014-11-25 13271.5067 2014-11-27至

2016-11-15

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陆荣平）类似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