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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Advertisement

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公告

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工程名称：龙岗区平湖实验学校运动场升级改造工程
招标部分工程估价：503.893011 万元
公告时间：2018 年 5 月 11 日 9:00 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 18:00
投标报名地点：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
投标报名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最低资质要求，投标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为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或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网站查询的经营范围中必须包括
“体育场地设施施工”等相关内容。
2.拟派建造师最低资格等级：
贰级；
专业要求：
市政公用工程。
3.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不良行为记录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涉嫌串
通投标、弄虚作假并正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4.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而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红色警示
的企业，
在红色警示期间，
不接受参与本次招标工程的投标。
5.根据法院的《司法建议函》，列入名单的施工企业不得参与本工程的投标.
其他投标条件：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实验学校 联系人：朱训军 联系电话：13528884577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国华 林镇坚 邓献明
联系电话：89565322

招标工程名称：平湖街道 2017 年市政道路“白改黑”提升
计划—福星路工程
招标部分工程估价：670.00 万元
公告时间：2018 年 5 月 15 日 9：00 至 2018 年 5 月 22 日
18：
00
投标报名地点：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
投标报名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最低资质要求：具有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
2.拟派建造师最低资格等级：二级；专业要求：市政公用
工程。
3.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不良行为记录被
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涉嫌串通投标、弄虚作假并正在接受主管
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4.本次招标工程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不得已担任在建工
程的项目经理，否则不予接受该投标，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由
投标人自负。
5.因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而受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红色警示的企业，在红色警示期间，不接受参
与本次招标工程的投标。
6.根据法院的《司法建议函》，列入名单的施工企业不得参
与本工程的投标。
本项目拒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或者从业人员参与投标：

近 3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或
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近 1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通投标、转
包、挂靠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
受到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
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
建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
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未改正的。
依法应当拒绝投标的其他情形。
被建设或者交通部门信用评价为红色且正处在
信用评价结果公示期内的。
近 3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曾被本项目招标
人履约评价为不合格的。
近 2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曾有放弃中标资
格、拒不签订合同、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的。
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或者因串
通投标、转包、挂靠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
违法行为，正在接受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立案调
查的。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杨锶思
联系电话：85238679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广厦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联系人：
翟予晋 李浩斌 联系电话：
84884611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建设工程施工中标结果公示

建设工程施工中标结果公示

招标工程名称：创投大厦-龙岗城投集团办公及配套
食堂装修工程(二次)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 示 日 期 ：2018-05-11 18:23 至 2018-05-16
18:23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中标人：深圳市华南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价：736.640911 万元
中标工期：90 天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招标工程名称：多功能杆体零星项目安装工程（第一批）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信息管道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18-05-11 16:42 至 2018-05-16 16:42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中标人：长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
中标价：375 万元
中标工期：365 天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
公示编号：平湖(2018)LY0001
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对位于平湖街道的下表所列房产的权属向相关部门
进行核查，现将核实结果进行公示。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士对此公示内容进
行监督和举报。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5 天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龙岗区平
湖街道征收事务中心提出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公示内容将
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龙岗区平湖街道征收事务中心
地址：平湖街道平龙西路 165 号
联系人：叶映伟
联系电话：0755-28855302
龙岗区平湖街道联运路一期工程项目

公示编号：
平湖(2018)GK0001
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对位于平湖街道的下表所列房产的权属向相关
部门进行核查，现将核实结果进行公示。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士对此公示
内容进行监督和举报。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5 天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
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提出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
公示内容将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地址：
平湖街道平龙西路 165 号
联系人：
叶映伟
联系电话：
0755-28855302
龙岗区平湖街道甘坑-苖坑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项目

序 建筑物 建筑物 建筑物 建筑物
号 测绘编号 用途
结构 工程量
1
A01
宿舍
混合 48.49㎡

序 建筑物 建筑物 建筑物
号 测绘编号 用途 结构

房屋位置

建筑物权益人

备注

新木社区

黄小琼

水平投影面积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2018 年 5 月 16 日
公示编号：
平湖(2018)LY0002
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对位于平湖街道的下表所列房产的权属向相关部门
进行核查，现将核实结果进行公示。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士对此公示内容进
行监督和举报。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5 天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龙岗区平
湖街道征收事务中心提出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公示内容将
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龙岗区平湖街道征收事务中心
地址：平湖街道平龙西路 165 号
联系人：叶映伟 联系电话：
0755-28855302
龙岗区平湖街道联运路一期工程项目
序 建筑物 建筑物 建筑物 建筑物
房屋位置
号 测绘编号 用途 结构 工程量

建筑物权益人

备注

75.10
深圳市晋荣混凝土
新木社区
红线内 73.92 平方米
㎡
有限公司

1 GK004

宿舍

建筑物
工程量

建筑物
权益人

备注

深圳市上 红线内 638.07
上木古
框架 730.43㎡
木古股份 平方米,红线外
社区
合作公司 150.28 平方米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2018 年 5 月 16 日

公示编号：
平湖(2018)YT0001
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对位于平湖街道的下表所列房产的权属向相关
部门进行核查，现将核实结果进行公示。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士对此公示
内容进行监督和举报。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5 天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
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提出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
公示内容将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地址：
平湖街道平龙西路 165 号
联系人：
叶映伟
联系电话：
0755-28855302
龙岗区平湖街道雁田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项目

1

D01

放样室 混合

2

D02

配电房 混合 36.82 新木社区 深圳市晋荣混凝土 红线内 3.90 平方米
㎡
有限公司
红线外 32.92 平方米。

序 建筑物 建筑物 建筑物 建筑物
号 测绘编号 用途 结构 工程量

3

D03

杂物室 混合 50.47 新木社区 深圳市晋荣混凝土 红线内 15.42 平方米
㎡
有限公司
红线外 35.05 平方米

1 YT001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2018 年 5 月 16 日

房屋
位置

住宿

房屋位置 建筑物 是否符合 备 注
权益人“一户一栋”

砖混 70.59㎡ 白泥坑社区 刘顺华

否

——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2018 年 5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