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孙集旅游景区绿化工程 

中标公告 

甘肃骄阳采购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受天水市秦州区林业和

草原局的委托，对其委托的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孙集旅游景区绿

化工程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现将中标结果公布如下： 

一、招标文件编号：TGZC2020-299 

二、招标公告日期：2020年 8 月 24 日 

三、开标日期：2020 年 9 月 14 日 

四、预算金额：200 万元 

五、中标人及中标金额： 

中标人：甘肃浪马滩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孙集村 140号 

联系人：秦振东      联系电话：18209480779 

中标金额：¥1893050.00 元 

大写（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叁仟零伍拾元整 

六、中标内容： 
序

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1 美国红枫 胸径：10cm，土球尺寸：

80cm 
株 60 ¥1,400.00 ¥84,000.00 

2 美国红枫 胸径：8cm，土球尺寸：60cm 株 110 ¥800.00 ¥88,000.00 

3 垂柳 
胸径：34cm，土球尺寸：

200cm 
株 3 ¥5,500.00 ¥16,500.00 

4 垂柳 
胸径：12cm，土球尺寸：

90cm 
株 30 ¥450.00 ¥13,500.00 

5 银杏 
胸径：10cm，土球尺寸：

80cm 
株 20 ¥1,600.00 ¥32,000.00 

6 嫁接银杏 
胸径：12cm，土球尺寸：

90cm 
株 5 ¥2,450.00 ¥12,250.00 



7 七叶树 
胸径：10cm，土球尺寸：

80cm 
株 250 ¥1,400.00 ¥350,000.00 

8 旱柳 
胸径：12cm，土球尺寸：

100cm 
株 63 ¥600.00 ¥37,800.00 

9 旱柳 胸径：6cm，土球尺寸：50cm 株 35 ¥180.00 ¥6,300.00 

10 玉兰 
胸径：14cm，土球尺寸：

110cm 
株 13 ¥3,000.00 ¥39,000.00 

11 玉兰 
胸径：20cm，土球尺寸：

160cm 
株 3 ¥8,000.00 ¥24,000.00 

12 造型油松 
胸径：16cm，土球尺寸：

130cm 
株 2 ¥12,000.00 ¥24,000.00 

13 美人梅 
胸径：15cm，土球尺寸：

120cm 
株 4 ¥5,000.00 ¥20,000.00 

14 雪松 高：3m，土球尺寸：120cm 株 6 ¥900.00 ¥5,400.00 

15 雪松 高：6m，土球尺寸：120cm 株 8 ¥3,000.00 ¥24,000.00 

16 白皮松 高：1.5m，土球尺寸：40cm 株 100 ¥150.00 ¥15,000.00 

17 白皮松 高：4m，土球尺寸：100cm 株 110 ¥1,300.00 ¥143,000.00 

18 白皮松 高：6m，土球尺寸：120cm 株 4 ¥3,500.00 ¥14,000.00 

19 五角枫 
胸径：22cm，土球尺寸：

160cm 
株 2 ¥19,000.00 ¥38,000.00 

20 樱花 
胸径：10cm，土球尺寸：

80cm 
株 10 ¥1,150.00 ¥11,500.00 

21 樱花 胸径：6cm，土球尺寸：50cm 株 250 ¥350.00 ¥87,500.00 

22 国槐 胸径：38cm，土球尺寸：2m 株 1 ¥15,500.00 ¥15,500.00 

23 国槐 
胸径：12cm，土球尺寸：

100cm 
株 35 ¥1,800.00 ¥63,000.00 

24 国槐 胸径：4cm，土球尺寸：30cm 株 350 ¥240.00 ¥84,000.00 

25 丝棉 
胸径：15cm，土球尺寸：

120cm 
株 10 ¥2,400.00 ¥24,000.00 

26 丽桃 胸径：6cm，土球尺寸：50cm 株 50 ¥425.00 ¥21,250.00 

27 碧桃 胸径：8cm，土球尺寸：60cm 株 40 ¥600.00 ¥24,000.00 

28 金竹 地径：1cm 株 2000 ¥20.00 ¥40,000.00 



29 冬青 
冠幅：100cm，土球尺寸：

60cm 
株 360 ¥200.00 ¥72,000.00 

30 贴梗海棠 
冠幅：100cm，土球尺寸：

60cm 
株 240 ¥220.00 ¥52,800.00 

31 合欢 
胸径：15cm，土球尺寸：

120cm 
株 2 ¥1,900.00 ¥3,800.00 

32 日本红枫 胸径：6cm，土球尺寸：60cm 株 11 ¥1,100.00 ¥12,100.00 

33 鸢尾 大田苗 株 6000 ¥1.80 ¥10,800.00 

34 大叶黄杨 营养钵 株 20000 ¥6.00 ¥120,000.00 

35 小叶黄杨 营养钵  株 6000 ¥6.00 ¥36,000.00 

36 紫叶矮樱 营养钵 株 6000 ¥5.50 ¥33,000.00 

37 红叶李 营养钵 株 6000 ¥8.00 ¥48,000.00 

38 龙柏 高：2m，土球尺寸：60cm 株 25 ¥120.00 ¥3,000.00 

39 榆叶梅 
冠幅：120cm，土球尺寸：

80cm 
株 110 ¥260.00 ¥28,600.00 

40 
多年生时

花  
株 39975 ¥2.00 ¥79,950.00 

41 籽播草坪 混播 株 1000 ¥13.00 ¥13,000.00 

42 木槿 
冠幅：80cm，土球尺寸：

60cm 
株 150 ¥150.00 ¥22,500.00 

43 总计 (大写)：人民币壹佰捌拾玖万叁仟零伍拾元整（小写：1,893,050.00元） 

七、公示期：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 

八、合同签订：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天内签订。 

九、代理服务费：参照计价格[2002]1980号文收费标准向

中标人收取。 

十、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赵晖 王红艳 王小英 王田中 郑亚明  

十一、采购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采购人：天水市秦州区林业和草原局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农业大厦 

联系人：郑亚明 

联系电话：0938-8211145 

招标代理机构：甘肃骄阳采购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天水碧桂园 1 期 15 栋 702 室联

系人：马小莉      联系电话：0938-6865080 

甘肃骄阳采购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9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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