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山县 2021 年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三北工程人工造林）

中标公告

甘肃恒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武山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委托，对武山县 2021

年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三北工程人工造林）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评标委

员会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确定评审结果。现将中标结果公布如下：

一、项目编号：TGZC2021-516

二、采购预算：800 万元

三、招标公告日期：2021 年 11 月 12 日

四、定标日期：2021 年 12 月 7 日

五、中标内容

第一包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规格 产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1 云杉

一级，8 年生移植苗，生长健

壮，发育良好，组织充实树高 1.2m，

地径 1.5cm,冠幅 60cm,带 30cm 土

球，无劈伤，无病虫害。

武山 株 118250 8.96

2 侧柏

一级，3 年生移植苗，生长健壮，

发育良好，组织充实，树高 1.5m，

地径 1.2cm,冠幅 50cm,不脱腿，带

25-30cm 土球，无劈伤，无病虫害。

武山 株 169900 6.98

3 山杏

一级，2 年生，生长健壮，发育良

好，组织充实，树高 1.2m，地径

1.0cm,无劈伤，无病虫害。

武山 株 50400 1.96

4 用工

包括整地、栽植，整地规格：

为长、宽、深各 60cm 的穴状坑，上

下穴中心距（行距）3m，左右穴中

心距（株距）2m。坑与坑之间成三

角形排列，以截留雨水，保墒保土。

按每亩 1 个工日计算，共需 3050

个工日。

武山 个工日 3050 100.00

5 标志牌

采用简易钢结构，由四周钢桁架展

板、中间钢管立柱、柱下钢筋混凝

土基础组成。正面及背面桁架展板

规格为 3000×2000×3mm，宣传牌

武山 个 1 2800.00



底距地面高 2m。钢管立柱直径为

DN110mm。钢管立柱下采用钢筋混凝

土基础。

投标总价 ¥2652006.00 元（大写：贰佰陆拾伍万贰仟零陆元整）

第二包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规格 产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1 云杉

一级，8 年生移植苗，生长健

壮，发育良好，组织充实树高 1.2m，

地径 1.5cm,冠幅 60cm,带 30cm 土

球，无劈伤，无病虫害。

武山 株 90750 8.96

2 火炬树

一级，3 年生，生长健壮，发育良

好，组织充实。秋稍完全木质化，

树高 1.5m 以上，地径达到 1.5cm

以上，根系发达完整，主根长 30cm

以上，侧根丰富，无劈伤，无病虫

害。

武山 株 108900 2.96

3 樟子松

一级，4 年生移植苗，生长健壮，

发育良好，组织充实，叶面色泽正

常。树高 2m 以上，胸径 3cm,根系

发达并带 35-40cm 土球，无劈伤，

无病虫害。

武山 株 16800 11.40

4 用工

包括整地、栽植，整地规格：

为长、宽、深各 60cm 的穴状坑，上

下穴中心距（行距）3m，左右穴中

心距（株距）2m。坑与坑之间成三

角形排列，以截留雨水，保墒保土。

按每亩 1 个工日计算，共需 1950

个工日。

武山 个工日 1950 100.00

投标总价 ¥1521984.00元（大写：壹佰伍拾贰万壹仟玖佰捌拾肆元整）

第三包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规格 产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1 云杉

8 年生一级移植苗，生长健壮，

发育良好，组织充实树高 1.2m，地

径 1.5cm,冠幅 60cm,带 30cm土球，

无劈伤，无病虫害。

武山 株 243100 8.98



2 侧柏

3 年生一级移植苗，生长健壮，

发育良好，组织充实，树高 1.5m，

地径 1.2cm,冠幅 50cm,不脱腿，带

25-30cm 土球，无劈伤，无病虫害。

武山 株 20350 6.98

3 火炬树

3 年生一级苗，生长健壮，发

育良好，组织充实。秋稍完全木质

化，树高1.5m以上，地径达到1.5cm

以上，根系发达完整，主根长 30cm

以上，侧根丰富，无劈伤，无病虫

害。

武山 株 280000 2.98

4 樟子松

4 年生一级移植苗，生长健壮，

发育良好，组织充实，叶面色泽正

常。树高 2m 以上，胸径 3cm,根系

发达并带 35-40cm 土球，无劈伤，

无病虫害。

武山 株 11550 11.40

5 用工

包括整地、栽植，整地规格：

为长、宽、深各 60cm 的穴状坑，

上下穴中心距（行距）3m，左右穴

中心距（株距）2m。坑与坑之间成

三角形排列，以截留雨水，保墒保

土。按每亩1个工日计算，共需5000

个工日。

武山 个工日 5000 100.00

6 标志牌

采用简易钢结构，由四周钢桁

架展板、中间钢管立柱、柱下钢筋

混凝土基础组成。正面及背面桁架

展板规格为 3000×2000×3mm，宣

传牌底距地面高 2m。钢管立柱直径

为 DN110mm。钢管立柱下采用钢筋

混凝土基础。

武山 个 1 2600.00

投标总价 ¥3793751.00元（大写：叁佰柒拾玖万叁仟柒佰伍拾壹元整）

六、中标供应商名称、地址及中标价

第一包

供应商：武山县绿友园林有限公司

地 址：武山县城关镇地税家属楼 2号商铺

联系人：蔡晓红 电话：13321268472

中标价：¥2652006.00 元（大写：贰佰陆拾伍万贰仟零陆元整）

第二包



供应商：武山县森淼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康庄村

联系人：宋小飞 电话：15569815191

中标价：¥1521984.00 元（大写：壹佰伍拾贰万壹仟玖佰捌拾肆元整）

第三包

供应商：武山县森源苗木绿化专业合作社

地 址：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塔麻村

联系人：关文洁 电话：18294259134

中标价：¥3793751.00 元（大写：叁佰柒拾玖万叁仟柒佰伍拾壹元整）

七、公示期限：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

八、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刘永生 王田中 李翀 许红梅 汪淑娟

九、项目用途、技术要求及合同履行日期

项目用途：2021 年秦岭生态保护和修复（三北工程人工造林）

技术要求：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合同履行日期：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

十、招标代理服务费收取标准

以 “计价格[2002]1980 号文”收费标准收取，由中标人支付。

十一、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采购人：武山县林业和草原局

地 址：武山县城关镇陈门村 104 号

联系人：雷莹 电话：0938-3410366

招标代理机构：甘肃恒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天水市秦州区岷玉路 11 号

联系人：贾昱 电话：0938-6827288

甘肃恒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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