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建设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南沙至中山高速公路项目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JA01 [JG2023-0130]的招标

评标工作已经完成，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按

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从 2023-02-08 00:00:00 至

2023-02-11 00:00:00止)，具体如下：

标段名称：JA01

中标候选人 第一候选人 第二候选人 第三候选人

投标单位名称
广州市公路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广东添虹交通工程有

限公司

安徽天洋交通工程有

限公司

投标总价（万元） 8193.5769 8202.3213 8228.5547

项目经理姓名及注

册证书编号
见附件 见附件 见附件

使用信用等级分值

情况
见附件 见附件 见附件

工程质量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

质量评定：合格，且

工程交工验收工程质

量评分值大于 90分。

竣工验收的质量评

定：优良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

质量评定：合格，且工

程交工验收工程质量

评分值大于 90分。竣

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

良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

质量评定：合格，且工

程交工验收工程质量

评分值大于 90分。竣

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

良

安全目标

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确保项目建设

期内无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发生

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确保项目建设期

内无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发生

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确保项目建设期

内无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发生

工期

计划工期：458日历

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3年 3月 1日，计

划交工日期：2024年
5月 31日，其他要求：

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

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

始计，如非承包人原

因导致工期延误，交

工日期相应顺延

计划工期：458日历

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3年 3月 1日，计

划交工日期：2024年 5
月 31日，其他要求：

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

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

始计，如非承包人原因

导致工期延误，交工日

期相应顺延

计划工期：458日历

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3年 3月 1日，计

划交工日期：2024年 5
月 31日，其他要求：

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

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

始计，如非承包人原因

导致工期延误，交工日

期相应顺延



具体各中标候选人的业绩、人员情况附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等规定

和国家七部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投标人

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

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

停招标投标活动。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十日内持

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异议受理部门(招标人全称)：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138 号智通广场 A 塔

联系人： 邓小姐 联系电话： 020-84949980

监督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基建管理处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路 27号

联系电话：020－83730592

传 真：020－83881519

邮政编码：510101

邮箱：gdsjttjjc@gdcd.gov.cn

监督部门：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处

地 址：天河南二路1号

电 话：020-38180280

邮政编码：510045

项目管理单位：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020-84012892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38号智通广场A塔

邮政编码：510288

招标人：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23年 2月 8日



中标候选人的业绩、人员公示
1、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业绩如下：

中标候选人 第一候选人 第二候选人 第三候选人

投标单位

名称

广州市公路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东添虹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天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业绩

1、广东省仁化（湘粤界）

至博罗公路新丰至博罗段

交通安全设施施工 JA5 合

同段

2、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项

目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SJA02合同段

3、潮汕环线高速公路（含

潮汕联络线）项目交通安全

设施工程施工 2标段

4、广中江高速公路项目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 JA2标 JA2

合同段

5、河惠莞高速公路河源紫

金至惠州惠阳段交通安全

设施工程 JA1合同段

1、从莞高速公路（S29）惠州

段交通安全设施

2、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河北段

主线交安工程 JA4标段

3、共和至玉树公路工程交通安

全设施专项工程GYJAZX-SG1

4、四川省仁寿至屏山新市公路

井研至孝姑段交通安全设施工

程施工 JA3标段

1、怀集至阳江港高速公路怀

集至郁南段交通安全设施工

程 JA2

2、滁州至淮南高速公路滁州

至定远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CD-JA-01

3、国家高速公路银百线安康

至岚皋（陕渝界）公路安康

至岚皋段交通安全设施工

AL-T01

4、长深高速公路高青至广饶

段项目交安施工一标段

2、中标候选人拟投入的主要人员名单如下：

中标候选人 第一候选人 第二候选人 第三候选人

投标单位名

称

广州市公路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广东添虹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天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龚小燕

职称信息

专业：路桥

证书编号：粤中职证字第

1701003003090号
颁发部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张雪成

职称信息

专业：路桥

证书编号：GZ2015007
颁发部门：中国建设交通股份

有限公司

时间：2015-12-01

方镇

职称信息

专业：公路工程

证书编号：（FG）20150371
颁发部门：宿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时间：2015-07-22



时间：2017-03-16

执业资格证书

专业：公路工程

等级：一级建造师

注 册 证 号 ： 粤

1442020202103708
颁发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时间：2021-04-23

安全生产 B类类证书

证书编号：粤交安 B（17）
G00578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7-07-31

业绩

1、2016-01-25 至 2016-11-20,
在广东省云浮至阳江高速公

路罗定至阳春段项目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 JA2标项目上，担

任项目副经理职务。

2、2019-09-25 至 2020-10-21,
在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项目

交 通 安 全 设 施 工 程 施 工

SJA02合同段项目上，担任项

目副经理职务。

执业资格证书

专业：公路工程

等级：一级建造师

注 册 证 号 ： 粤

1442016201637078
颁发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时间：2016-11-23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粤交安 B（17）
G00382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7-03-16

业绩

1、2017-06-01 至 2019-01-22,
在从莞高速公路（S29）惠州

段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职

务。

2、2019-08-05 至 2019-12-28,
在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河北

段主线交安工程项目上，担任

项目经理职务。

执业资格证书

专业：公路工程

等级：一级建造师

注 册 证 号 ： 皖

1342017201828880
颁发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时间：2019-06-18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皖交安 B（19）
G02062
颁发部门：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8-07-24

业绩

1、2016-07-20 至 2017-01-20,
在鸿门互通立交交通安全设

施工程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

职务。

2、2019-01-15 至 2019-09-29,
在吉林省榆树（黑吉界）至松

原公路建设项目交通安全设

施工程项目上，担任项目副经

理职务。

项目经理备

选人

范永强

职称信息

专业：道路桥梁

证书编号：143330808
颁发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

会

时间：2014-12-31
执业资格证书

专业：公路工程

等级：一级建造师

注 册 证 号 ： 粤

1442006200807518
颁发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石家清

职称信息

专业：路桥

证书编号：HWZ98030020328
颁发部门：湖南省人事厅

时间：2006-06-22

执业资格证书

专业：公路工程

等级：一级建造师

注 册 证 号 ： 粤

1442017201849272
颁发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陈忠兵

职称信息

专业：公路工程

证书编号：（2013非国有）082
颁发部门： 阜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时间：2013-09-27

执业资格证书

专业：公路工程

等级：一级建造师

注 册 证 号 ： 皖

1342016201720374
颁发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时间：2021-09-24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 书 编 号 ： 粤 交 安

B(21)G02567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4-04-18

业绩

1、2010-04-03 至 2010-12-27,
在广州东沙至新联高速公路

交通工程 JT03合同段项目上，

担任项目经理职务。

2、2011-04-13 至 2011-12-17,
在广州至河源高速公路广州

段交通工程施工 SJT04 合同

段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职

务。

3、2018-05-03 至 2019-01-28,
在广东省佛江高速公路佛山

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项目上，

担任项目经理职务。

4、2020-02-10 至 2020-12-22,
在河惠莞高速公路河源紫金

至惠州惠阳段交通安全设施

工程 JA1合同段项目上，担任

项目经理职务。

时间：2018-10-19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粤交安 B（09）
G0016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09-05-17

业绩

1、2017-06-01 至 2019-01-22,
在从莞高速公路（S29）惠州

段项目上，担任项目副经理职

务。

2、2019-01-24 至 2019-07-16,
在共和至玉树公路工程交通

安全设施专项工程项目上，担

任项目副经理职务。

时间：2019-05-17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皖交安 B（19）
G02885
颁发部门：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9-08-19

业绩

1、2016-06-01 至 2017-01-25,
在济南至祁门高速公路利辛

至淮南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施工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职

务。

2、2020-06-10 至 2020-11-27,
在国家高速公路银百线安康

至岚皋（陕渝界）公路安康至

岚皋段交通安全设施工项目

上，担任项目经理职务。

项目总工

黄明华

职称信息

专业：道路与桥梁工程

证书编号：1426145
颁发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时间：2016-02-03

安全生产 B类类证书

证书编号：粤交安 B（14）
G02782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4-04-18

业绩

1、2010-04-03 至 2010-12-27,

刘华

职称信息

专业：道路桥隧

证书编号：00247038
颁发部门：辽宁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时间：2016-11-04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粤交安 B（16）
G00333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6-12-07

业绩

1、2017-06-01 至 2019-01-22,

王伟红

职称信息

专业：道路与桥梁

证书编号：080030822
颁发部门：山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时间：2012-12-26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皖交安 B（22）
G09893
颁发部门：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8-12-20

业绩

1、2016-06-01 至 2017-01-25,



在广州东沙至新联高速公路

交通工程 JT03合同段项目上，

担任工程部门负责人职务。

2、2011-04-13 至 2011-12-17,
在广州至河源高速公路广州

段交通工程施工 SJT04 合同

段项目上，担任质检部门负责

人职务。

3、2015-07-21 至 2015-12-20,
在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

化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JA6
标段项目上，担任工程部门负

责人职务。

4、2018-05-03 至 2019-01-28,
在广东省佛江高速公路佛山

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项目上，

担任项目总工职务。

5、2020-05-25 至 2020-12-11,
在潮汕环线高速公路（含潮汕

联络线）项目交通安全设施工

程施工 2标段项目上，担任项

目总工职务。

在从莞高速公路（S29）惠州

段项目上，担任项目总工职

务。

2、2019-01-24 至 2019-07-16,
在共和至玉树公路工程交通

安全设施专项工程项目上，担

任项目副总工职务。

3、2019-10-01 至 2019-12-31,
在四川省仁寿至屏山新市公

路井研至孝姑段交通安全设

施工程施工项目上，担任项目

总工职务。

在济南至祁门高速公路利辛

至淮南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施工项目上，担任项目副经理

职务。

2、2017-12-21 至 2018-10-20,
在滁州至淮南高速公路滁州

至定远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项目上，担任项目副经理职

务。

项目总工备

选人

叶云

职称信息

专业：交通工程

证书编号：粤高职证字第

1700101008736号
颁发部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时间：2017-03-01

安全生产 B类类证书

证书编号：粤交安 B（17）
G00563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7-07-31

业绩

1、2013-11-20 至 2014-11-20,
在徐州至明光高速公路安徽

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第 JA-03
标段项目上，担任质检部门负

杨理桂

职称信息

专业：公路工程

证书编号：1710043458
颁发部门：云南省交通工程高

级工程师评审委员会

时间：2018-01-11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粤交安 B（19）
G03539
颁发部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9-08-29

业绩

1、2017-06-01 至 2019-01-22,
在从莞高速公路（S29）惠州

段项目上，担任项目副经理职

务。

朱亮

职称信息

专业：交通公路工程

证书编号：16110451
颁发部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时间：2016-12-10

安全生产 B类证书

证书编号：皖交安 B（18）
G00169
颁发部门：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2018-05-21

业绩

1、2015-03-01 至 2016-01-28,
在安徽省望（江）东（至）长

江公路大桥北岸连接线（潜山

至望江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责人职务。

2、2016-01-25 至 2016-11-20,
在广东省云浮至阳江高速公

路罗定至阳春段项目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 JA2标项目上，担

任项目副总工职务。

3、2017-07-01 至 2018-06-20,
在广州市凤凰山隧道工程交

通安全设施施工项目上，担任

项目副总工职务。

4、2018-04-26 至 2018-12-13,
在广东省仁化（湘粤界）至博

罗公路新丰至博罗段交通安

全设施施工 JA5 合同段项目

上，担任质检部门负责人职

务。

5、2020-02-10 至 2020-12-22,
在河惠莞高速公路河源紫金

至惠州惠阳段交通安全设施

工程 JA1合同段项目上，担任

项目总工职务。

2、2019-01-24 至 2019-07-16,
在共和至玉树公路工程交通

安全设施专项工程项目上，担

任项目副经理职务。

项目上，担任项目副经理职

务。

2、2020-05-02 至 2020-12-18,
在怀集至阳江港高速公路怀

集至郁南段交通安全设施工

程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职

务。

3、信用等级信息

标段名称：JA01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信用评价等级

1 安徽天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未承诺使用

2 福建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未承诺使用

3 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未承诺使用

4 广东添虹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未承诺使用

5 广东新粤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第 9次使用广东省 2020年度 A级信用评价等级

6 广州市公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第 4次使用广东省 2021年度 A级信用评价等级

7 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未承诺使用

8 湖北省高速公路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未承诺使用

9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4次使用广东省 2021年度 A级信用评价等级

10 江苏中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第 4次使用广东省 2021年度 A级信用评价等级



11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第 11次使用广东省 2020年度 A级信用评价等级

12 中铁四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未承诺使用

单位名称：广东新粤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序号 招标人名称 标段名称
递交文件时间（年

月日）

使用信用等

级（AA/）
备注

1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
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项目机

电工程施工 JD2标
2022年 1月 6日 A

使用交

通安全

设施施

工单位

A级

2
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

速公路南段工程项目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施工 SG12标段

2022年 1月 17日 A

3
广东省南粤交通粤湛

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湛江机场高速公路交安工程

（JA1标段）施工
2022年 3月 17日 A

4
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深圳至岑溪高速公路中山新

隆至江门龙湾段改扩建工程

交通工程施工 JD标

2022年 5月 31日 A

使用交

通安全

设施施

工单位

A级

5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

公路管理中心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坡头至南三岛段）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JA1标段）施

工

2022年 6月 27日 A

6
广州从埔高速有限公

司

广州市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

一期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施工 SG08标段

2022年 9月 26日 A

7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海丰至

红海湾开发区段二期工程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 JA2标段施

工招标

2022年 11月 29日 A

8
惠州惠龙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韶惠高速公路龙门至惠州段

交通工程施工招标 I类+H类

（机电工程类、交通安全设

施工程类）

2023年 1月 6日 A

9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南沙至中山高速公路项目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JA01
标段

2023年 2月 6日 A

单位名称：广州市公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序号 招标人名称 标段名称
递交文件时间（年

月日）

使用信用等

级（AA/）
备注

1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

公路管理中心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坡头至南三岛段)交通安全

设施工程(JA1标段)施工

2022年 6月 27日 A

2
广州从埔高速有限公

司

广州市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

一期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施工 SG08
2022年 9月 26日 A

3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海丰至

红海湾开发区段二期工程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 JA2标段施

工招标

2022年 11月 29日 A

4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南沙至中山高速公路项目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JA01
标段

2023年 2月 6日 A 4

单位名称：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招标人名称 标段名称
递交文件时间（年

月日）

使用信用等

级（AA/）
备注

1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

公路管理中心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坡头至南三岛段）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JA1标段）施

工 JA1标段

2022年 6月 27日 A

2
广州从埔高速有限公

司

广州市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

一期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施工

2022年 09月 26日 A

3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海丰至

红海湾开发区段二期工程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 JA2标段施

工招标 JA2标段

2022年 11月 29日 A

4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南沙至中山高速公路项目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JA01
标段

2023年 2月 6日 A

单位名称：江苏中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序号 招标人名称 标段名称
递交文件时间（年

月日）

使用信用等

级（AA/）
备注

1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

公路管理中心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坡头至南三岛段）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JA1标段）施

2022年 06月 27日 A



工 JA1

2
广州从埔高速有限公

司

广州市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

一期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施工 SG08
2022年 09月 26日 A

3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海丰至

红海湾开发区段二期工程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 JA2标段施

工

2022年 11月 29日 A

4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南沙至中山高速公路项目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JA01
2023年 02月 06日 A

单位名称：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招标人名称 标段名称
递交文件时间（年月

日）

使用信用

等级（AA/）
备注

1 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
广州市城区国省干线公路

交通安全专项治理工程
2021.9.18 A

2
广州市从化区公路管

养中心

广州市从化区国省干线公

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工程
2021.9.24 A

3
广州市花都区公路养

护所

广州市花都区国省干线公

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工程
2021.9.24 A

4
广州市增城区道路养

护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国省干线公

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工程
2021.9.26 A

5 汕尾市公路事务中心

中央商务区品清湖片区基

础设施（广东滨海旅游公路

汕尾品清湖南岸段工程）第

三施工合同段（第二次）

2021.12.30 A

6
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

高速公路南段工程项目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SG12
标段

2022.1.17 A

7
广东省南粤交通粤湛

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湛江机场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JA1标段）施

工

2022.3.17 A

8
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

公路管理中心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坡头至南三岛段）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JA1标段）施

工

2022.6.27 A

9
广州从埔高速有限公

司

广州市从化至黄埔高速公

路一期工程交通安全设施

工程施工 SG08标段

2022.9.26 A

10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海丰

至红海湾开发区段二期工
2022.11.23 A



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JA2标
段施工招标 JA2标段

11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南沙至中山高速公路项目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JA01标段

2023.2.6 A

4、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
选人

资质要求
业绩要
求

信誉要求
项目负责人

要求

第一候选
人：广州
市公路实
业发展有
限公司

具备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核发的公路交

通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资质（公路安全设

施分项）；

详见附件

最新年度在广东省公路工程施工企业（交

通安全设施施工单位）信用评价中，信用

等级未被评为D级，初次进入且无广东省最

新年度信用评价等级的，且在最新一年度

的全国综合评价结果中未被评为D级。

详见附件

第二候选
人：广东
添虹交通
工程有限
公司

具备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核发的公路交

通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资质（公路安全设

施分项）；

详见附件

最新年度在广东省公路工程施工企业（交

通安全设施施工单位）信用评价中，信用

等级未被评为 D 级，初次进入且无广东省

最新年度信用评价等级的，且在最新一年

度的全国综合评价结果中未被评为 D级。

详见附件

第三候选

人：安徽

天洋交通

工程有限

公司

具备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核发的公路交

通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资质（公路安全设

施分项）；

详见附件

最新年度在广东省公路工程施工企业（交

通安全设施施工单位）信用评价中，信用

等级未被评为 D 级，初次进入且无广东省

最新年度信用评价等级的，且在最新一年

度的全国综合评价结果中未被评为 D级。

详见附件

5、被否决的投标人名单及否决理由:

序号 被否决投标的投标单位名称 否决原因 否决依据

1
中铁四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业绩不满足“附录 3资格审查条

件（业绩最低要求）”的要求。

评标办法第 2.1.2款资格评审标准

第（4）条“投标人的类似项目业

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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