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投标人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四川道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林湾村 邮政编码 611700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黄秀兰 电 话 028-86101183

传 真 028-86101183 电子邮件 1845746557@qq.com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徐基伟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享

受正高级待遇）
电话 028-86101183

项目技术负责人 姓名 彭刚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电话 028-86101183

企业资质证书
类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书（公路工程综合乙级）

等级：公路工程综合乙级 证书号：川GJC综乙2019-032

营业执照号
915101246988648891 员工总人数：108人

注册资本 520万元

其

中

高级职称人员 10人

成立日期 2009年12月16日 中级职称人员 17人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第三支行
技术人员数量 33人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51001436308051508933 各类注册人员 60人

经营范围

公路工程、隧道、桥梁的技术、质量检验、检测及相关技术、质量咨询服务;

市政公用工程质检技术服务;建筑工程检测仪器的租赁:市政设施管理(以上

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投标人关联企业

情 况

(1) 投标人的股东名称：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 相应股权（出资额）比例：占公司股份总数 100 %

备注 /

注：1.在本表后应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正本和副本、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计量认证证书正本和副本、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信用等级等资料的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本表内容WORD格式的电子文档（U盘）（不含相关证明材料）将作为公示资料在四

川蜀工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网址：www.scsgjc.com）上公示，公示期截止日为评

标结果公示截止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http://www.scsgjc.com


（三）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汶马高速C13合同段

集双高速集安至通

化段主体工程JTL05

标段

雅康至康定高速公路工

程项目C19合同段

项目等级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项目委托人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汶马高速C13合同段项目部

集双高速集安至通

化段主体工程JTL05

标段项目部

雅康至康定高速公路工

程项目C19合同段项目部

合同签订

日期
20150702 20160420 20141220

交工日期

（如有）
20190801 20190918 20190928

建设规模及

主要技术指

标

汶川至马尔康高速公路C13标

段起止桩号为

K124+700-K132+550全长

7.845公里。本标段所在地区

位于理县，公路交通较发达。

汶川至马尔康高速公路地处

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西

北边缘交错接触带，地形复

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工

作区多为高山峡谷区，山势陡

峭，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频繁。

气候属于大陆性高原季风气

候，气温随海拔由低到高相应

降低，年平均温度6.3℃，年

降水量753mm，年均日照2000

小时以上，年均无霜期120天，

灾害性天气主要为大风冰雪

灾害。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

为：路基挖方24.7万方，路基

填方70.5万方；隧道6823米

(左右幅)/2座；大桥5340米

(左右幅)/11座，中桥601米

(左右幅)/5座(其中T梁825

片、现浇箱梁7554m3)；涵洞

307.5米/13道

本标段路基起讫桩

号为K58+609.703～

K78+004.8,长

19.395公里，路面起

讫桩号

K58+609.703～

K82+632,长24.022

公里。工程内容包

括：路基、路面、桥

涵、隧道、交安设施、

环保绿化等，工程总

造价：9.35亿元。本

标段施工路线途经：

集安市头道镇、通化

市东昌区金厂镇夹

皮沟村、通化县经济

开发区。

起止桩号为K126+000～

K133+660,路线全长7.66

公里，海拔2460m。其中

填方约113万方、挖方(隧

道和路基)约80万方、改

路河约9万方、借18合同

段约28万方。桥梁4座(其

中升航大桥右线1022m,

升航大桥左线942m,金升

电站大桥5*20m,菜园子

①号中桥20*1m,菜园子

②号中桥20*1m),隧道

2945.5m/座(小天都隧道

后段)，抗滑桩、桩板墙

纵向长245m,涵洞8座，改

河约949m(服务区、

K0+770、K0+880)。框架

锚杆纵向长208m,陡斜坡

路

堤处理(挖台阶和土工格

栅)200m,岩堆路基处理

411m,防护网1090m,挡

土墙1486.5m,拱形骨架

护坡535m。

工地试验室

合同价格

（元）

3585000元 8550000元 4000000元



注：1、除满足资格审查的类似业绩为已通过交工验收的项目以外，投标人提供的其它类似业绩

可为建设中的项目。类似业绩的年份要求除基本业绩要求外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以

项目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表中的“合同签订日期”和“交工日期”是指工程实际开工日期和实际交工日期。日期（年月日）

的格式统一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如：2015 年 9 月 1 日，填写为 20150901；2015 年9月，填写为 201509；

2015 年，填写为 2015。

3、表中的“合同价格”，是指试验检测单位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包括缺陷责任期内的全部试验室工作后，

委托人应付给试验室人的金额，包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进行的补充和附加费用。元指人民币元。

4、表中的“建设规模及主要技术指标” 应反映依据每个标段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应反映的内容。如道路

等级；工地试验室路段标段号、长度及主要工程内容。

5、工地试验室业绩应附下述证明材料：

满足资格条件要求的业绩证明材料为①合同协议书②项目评定书或业主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单

位章。在其证明材料中应能够反映其工程规模（依据每个标段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应反映的内容。如

工地试验室路段标段号、长度及主要工程内容等）。未完工项目（建设中）只需提供合同协议书。

6、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

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具有母子关系公司，业绩不能互用。如

涉及企业分、合的，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

7、以下情况业绩视为无效：

（1）未附合格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不完整的业绩；（2）不满足资格审查条件的业绩。

8、本表内容 WORD 格式的电子文档（U 盘）（不含相关证明材料）将作为公示资料在四川蜀工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网址：www.scsgjc.com）上公示，公示期截止日为评标结果公示截

止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http://www.scsgjc.com


（五）拟委任的试验室主任资历表

姓 名 郑顺康 年龄 52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

书名称及编号

①、试验检测工程师资

格证书；（公路）检师

1245580CGQ

②、公路水运工程试验

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证书（试验检测

师）；201812013191

技术职称 工程师 学历 专科 拟在本标段工程任职 试验室主任

工作年限 16年 从事试验检测工作年限 16年

毕业学校 2003 年 1 月 毕 业于 西南交通大学 学校 工程造价 专业，学制 3 年

经 历

时 间 参加过的类似工程项目名称 担任职务
委托人及

联系电话

2010年2月

-2013年12月

巴中至达州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土建工程施

工BD12标段
试验室主任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巴达高速公

路BD12合同段项目经

理部、13980958018

2016年4月

-2019年12月
集双高速集安至通化段主体工程JTL05标段 试验室主任

集双高速集安至通化

段主体工程JTL05标段

项目部、13438142096

/ / / /

获奖情况 /

说明在岗情况

□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现从事工作为：

目前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 目前任

职项目： 集双高速集安至通化段主体工程JTL05标段，收尾工作 ，担任职

位：试验室主任

备 注 /

注：1、本表应填写试验室主任相关情况。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3.5.3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

明材料。

3、本表内容WORD 格式的电子文档（U 盘）（不含相关证明材料）将作为公示资料在四川蜀工公路工

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网址：www.scsgjc.com）上公示，公示期截止日为评标结果公示截止日，公示

期间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http://www.scsgj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