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零担运输项目二次

中标候选人公示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零担运输项目项目（招标编号为豫工程

20200984001）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在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进行公开开标、评

标后，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进行了评审，现将本次招标的评标结

果公示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标候选人名称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郑州义成货运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元)/投标费率

(%)
1107.790 1114.830

项目负责人 石磊 谢永富

质量
满足招标人要求且达到国

家、行业相关标准

满足招标人要求且达到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

工期（交货期/天） 360 365

1.1 中标候选人项目管理人员情况

无此项内容

1.2 中标候选人企业业绩

中标候

选人名称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金额(元)

河南省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19-05-01 35004.32

河南省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
河南五色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河南五色风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2016-03-06 99999.99

河南省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019-07-01 100000.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北京西南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图书运输

北京西南物流中心有限

公司
2019-03-04 124120.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新 华 联 合 发 行 有 限 公 司

2020-2021 年度图书运输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2020-04-20 200000.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

公司 2018-2020 年度零担运

输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

团有限公司
2018-06-01 147000.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新 华 联 合 发 行 有 限 公 司

2018-2020 年度图书运输
新华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2018-04-28 876330.3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人民出版社 2018-2020 年度

图书运输
人民出版社 2019-01-23 114617.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人民出版社 2020-2022 年度

图书运输
人民出版社 2020-07-06 308529.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北京西南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2020-2021 年度图书运输

北京西南物流中心有限

公司
2020-05-23 193460.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北京蓝色畅想物流有限公司

2019-2020 年度图书运输

北京蓝色畅想物流有限

公司
2019-04-01 600000.00

郑州义成货运

有限公司

北京蓝色畅想物流有限公司

2019-2020 年度图书运输

北京蓝色畅想物流有限

公司
2020-03-25 200000.00

河南省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
宿迁市百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市百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019-07-18 99999.99

1.3 中标候选人项目负责人业绩

无此项内容

二、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2.1 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序号 资格能力条件



1

3.1 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营业执照，

且需具备道路运输营运许可证；3.2 投标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承担过的类似项

目，提供长期运输服务合同一份（合同执行期限 1年及以上，以签订时间为准，提

供合同复印件和此合同相对应的任一付款发票）； 3.3 投标人须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提供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成立年限不足一年的企业应提供银行

出具的资信证明）； 3.4 投标人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

和专业技术能力且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经营活

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3.5 投标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将被拒绝参加本次投标活动。注：代理机构在开标当天将对所有参与本项目投标的投

标人的信用情况（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查询、打印留存。若在开标当天查询到投标人

有相关负面信息的，则该投标人为无效投标人。 3.6 根据全国检察机关的统一要求，

自 2018 年 8月 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停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投标人在中国裁

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进行查

2.2 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情况

序号 中标候选人 响应情况

1 郑州义成货运有限公司 完全响应。

2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完全响应。

三、废标情况及原因

序号 单位名称 废标原因

1 河南顺雄物流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控制价

四、报价修正

无报价修正

五、所有投标人综合标评分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评委 A 评委 B 评委 C 评委D 评委 E



1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2 郑州义成货运有限公司 7.00 7.00 7.00 6.00 7.00

六、所有投标人技术标评分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评委 A 评委 B 评委 C 评委D 评委 E

1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36.00 33.00 28.00 29.00 32.00

2 郑州义成货运有限公司 21.00 19.00 21.00 17.00 20.00

七、所有投标人总得分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报价得分 总得分

1 河南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25.47 76.57

2 郑州义成货运有限公司 24.84 51.24

八、评标委员会名单：郭晓瑞、王红蔚、王奎英、吴新、尹春娥

九、公示时间：2020 年 11 月 20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十、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内容

无此项内容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提出。公示期满对公示结果没有异议的，招标人将签发中标通知书。

招标人或代理机构： 河南兴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李女士、王先生

联 系 电 话： 0371-66681093

2020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