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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失信行为”名单（企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失信行为单位

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

郴州市腾达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新邵县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正基建设有限公司

岳阳顺意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白石建设有限公司

岳阳龙山建设有限公司

邵阳市建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城步分公司

湖南众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容县粮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失信行为

2014年5月，在Ｓ239广西灌阳边界至江永潇浦公路（江永县工程）公开招标（1、2标）中，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参加
串通投标并中标。

2014年5月，在Ｓ239广西灌阳边界至江永潇浦公路（江永县工程）公开招标（1、2标）中，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参加串通投
标并中标。

2016年1月，在娄底大道G354冷水江段项目公开招标中，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参加串通投标并中标。

2016年4月，在永顺县大湾至老司城公路改建工程，2017年4月，在猛洞河漂流景区（牛路河）道路工程中，郴州市腾达路桥
有限责任公司参加串通投标并中标。

2016年4月，在永顺县大湾至老司城公路改建工程，2017年4月，在猛洞河漂流景区（牛路河）道路工程中，新邵县公路桥梁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参加串通投标并中标。

2016年6月，在新邵县大新乡大禾村山禾桥新建工程公开招投标中，湖南正基建设有限公司参加串通投标并中标。

2014年8月，在岳阳南湖风景区刘山庙棚户区改造工程施工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邹成、李学文、田光辉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
标人利益。2019年9月30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邹成、李学文、田光辉犯串通投标罪。邹成系岳阳顺意工
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法院确认岳阳顺意工程有限公司参与串通投标。

2015年7月，在湘潭市高新区四季路板马路至产业二路道路工程项目，2016年底，在年产1万吨电池级磷酸铁材料生产厂房工
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王泽武与他人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利益。2019年9月1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
法院判决王泽武犯串通投标罪。王泽武系湖南白石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法院确认湖南白石建设有限公司参与串通投标。

2016年1月至2016年9月，宗强在华容县七女峰景观建设项目、华容县一桥东路升级改造工程五标段项目、华容县白鼎山
东路一期建设一标段项目公开招标过程中，以“围标”的方式与其他投标人互相串通投标报价，以确保自己的岳阳龙山建设
有限公司中标。2019年6月25日，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判决宗强犯串通投标罪。宗强系岳阳龙山建设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法院确认岳阳龙山建设有限公司参与串通投标。

2016年5月，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村贫困农户危房改造攻坚行动政府兜底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陈胜波伙同他人串通投
标报价，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2019年6月13日，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判决陈胜波犯串通投标罪。陈胜波系邵阳市建华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城步分公司法人代表，法院确认邵阳市建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城步分公司参与串通投标。

2016年下半年，在临湘市制线厂棚改房工程（太阴庙安置房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湖南众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招标代
理人、投标人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及其他投标人利益。2018年8月15日，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判决湖南众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犯串通投标罪。

2015年7月，在华容县东山镇东山中学公租房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许建平挂靠粮建公司并伙同担任粮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
勇采取围标的方式中标承建华容县东山镇东山中学公租房项目；2016年11月，在华容县环卫中心生产管理配套用房项目招投标
过程中，侯海云挂靠粮建公司并伙同担任粮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勇采取围标的方式中标承建华容县环卫中心生产配套用房项
目。2018年5月21日，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判决刘勇犯串通投标罪，确认华容县粮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与串通投标。

2013年4月，在沅陵县酉水白田段河道治理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经理余建国出
面，联系借用公司资质中标该项目。2013年5月28日，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谢正伟、张龙签订工程劳务和设备
组织委托协议书，挂靠该公司资质，取得项目一工区、二工区施工权，并分别向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交纳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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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行为个人

赵 薇

邹 成

李学文

田光辉

王泽武

王承良

龙伟里

熊 威

宗 强

肖桂莲

陈胜波

黄汉武

杨永忠

易利兰

张国良

王 卫

刘 勇

易再君

刘 省

黄晓艳

姜丙华

吴 清

李俊武
（评标专家）

邹明强

欧建兵

余建国

欧阳君宏

盘文发

徐建文

伍小云

孟一平

谢立志

尹 强

孙亚平

曹 定

周年华

身 份

湖南君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部负责人

岳阳顺意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湖南银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湖南汉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湖南白石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湖南白石建设有限公司股东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湖南省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

岳阳龙山建设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湖南日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分公司负责人

邵阳市建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分公司负责人

广西矿建集团珠海横琴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湖南红旗园林市政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长

湖南云田园林市政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望城事业部负责人

华容县粮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湖南天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岳阳分公司负责人

岳阳市沿湖建筑公司员工

湖南丁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部经理

华容建筑总公司项目经理

湖南中成建筑工程公司法人代表

湖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

怀化市水务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水白田段
河道治理工程项目评委

湖南众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怀化分公司经理

湖南省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刘家
庄五组168号，个体户
湖南省江永县潇浦镇永明东路
附166号，经商

湖南省江永县潇浦镇
环城中路，经商

湖南省新化县天门乡南门村
第六组民小组村民
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
集团公司湘中分公司副经理

湖南省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职员

湖南奇立建设公司副经理

原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原南京东部路桥有限公司职员

湖南省新邵县大新乡大西村村民

失信行为

2016年7月，在湘潭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赵薇与他人采用事前串通合谋的方式，中标湘
潭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建筑工程项目。2019年9月16日，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判决赵薇犯串通投标
罪。2019年11月15日，二审维持原判。

2014年8月，在岳阳南湖风景区刘山庙棚户区改造工程施工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邹成、李学文、田光辉串通投标
报价，损害招标人利益。2019年9月30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邹成、李学文、田光辉犯串通投
标罪。

2015年7月及2016年底，在湘潭市高新区四季路板马路至产业二路道路工程项目和年产1万吨电池级磷酸铁材
料生产厂房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王泽武、王承良与他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利益。
2019年9月1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判决王泽武、王承良犯串通投标罪。

2015年6月，在长沙福鑫苑农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龙伟里组织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利
益。2019年7月29日，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判决龙伟里犯串通投标罪。

2014年8月，在涟源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公租房南芙点一期工程、涟源市古塘乡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工程项目
招投标过程中，熊威与他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利益。2019年7月29日，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判决
熊威犯串通投标罪。
2016年1月至9月，在华容县七女峰景观建设项目、华容县一桥东路升级改造工程五标段项目、华容县白鼎山东
路一期建设一标段项目公开招标过程中，宗强以“围标”的方式与其他投标人互相串通投标报价，以确保自己的
岳阳龙山建设有限公司中标。2019年6月25日，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判决宗强犯串通投标罪。

2016年5月，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村贫困农户危房改造攻坚行动政府兜底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肖桂莲、陈胜
波互相串通投标报价，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2019年6月13日，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判决肖桂莲、陈胜波犯串
通投标罪。

2014年11月，在衡阳市中心医院老年养护院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黄汉武与他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
利益。2019年3月11日，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判决黄汉武犯串通投标罪。

2016年5月，在株洲市石峰公园提质改造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杨永忠、易利兰组织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
价，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2018年12月26日，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判决杨永忠、易利兰犯串通投标罪。

2016年7月，在长沙市万家丽路（中意路—芙蓉路）道路工程施工项目、长沙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星城车
辆段房建及附属工程施工项目、华龙家园保障住房项目第二标段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张国良与其他投标人相互
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利益。2018年12月19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判决张国良犯串通投标罪。

2013年8月至12月，在望城经开区兰天汽车城排水渠改迁工程、桃园路排水工程、知贤湖排水工程、赤岗路至同
心重建地排水工程、高冲西侧排水管涵工程进行公开招标过程中，王卫与他人邀集多家公司参与投标、相互串通
投标报价。2018年8月16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王卫犯串通投标罪。

2015年7月，许建平挂靠粮建公司并伙同担任粮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勇采取围标的方式中标承建华容县东山
镇东山中学公租房项目；2016年11月,侯海云挂靠粮建公司并伙同刘勇采取围标的方式中标承建华容县环卫中
心生产配套用房项目。2018年5月21日，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判决刘勇犯串通投标罪。

2015年1月，在临湘市儒溪镇安置房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易再君与刘省、黄晓艳等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
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利益。2018年4月2日，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判决易再君、刘省、黄晓艳犯串通投标罪。

2014年8月，在华容县妇幼保健院技术大楼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姜丙华、吴清与相关投标人互相串通投标报
价，损害其他投标人的利益。2018年11月12日，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判决姜丙华、吴清犯串通投标罪。

2014年10月，在坪塘保障性住房电梯采购及安装工程项目，李俊武伙同他人在招、投标过程中采取投标人与招标人
私下串通的方式投标，损害其他投标人利益。2018年8月21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判决李俊武犯串通投标罪。

2013年，在沅陵县酉水白田段河道治理工程项目中，怀化市水务建设经营有限公司作为酉水白田项目的招标人，
与投标人串通投标，邹明强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9年4月15日，湖南省洪江市人民法院判决邹明强
犯串通投标罪。2019年10月20日，二审维持原判。
2015年至2017年，在临湘市一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龙源水库明改暗工程） 、临湘市制线厂棚改房工程投标中，
欧建兵与招标代理人、其他投标人串通，以非法手段中标工程。2018年8月15日，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判决欧
建兵犯串通投标罪。

2013年，在沅陵县酉水白田段河道治理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经理余建国
出面联系借用公司资质，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0日中标该项目，中标金额205417017元。

2014年5月，在Ｓ239广西灌阳边界至江永潇浦公路（江永县工程）项目招投标中，欧阳君宏、盘文发、徐建文等人
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2019年10月22日，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法院判决三人犯串
通投标罪。

2016年1月，在G354娄底大道（冷水江段）项目招标中，伍小云、尹强、孙亚平、曹定、孟一平、谢立志相互串通投
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2019年8月23日，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判决六人犯串通投
标罪。

2016年6月，在新邵县山禾桥新建工程项目招标中，周年华串通他人投标，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
2018年2月13日，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判决周年华犯串通投标罪。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刘燕娟）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今年，省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和省纪委监委组
织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为加大对失信违法行为的
惩戒力度，规范市场主体的从业行为，
今天，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通报了第一批
失信行为“黑名单”，13 家企业、36 名
个人名列其中。

被通报的企业和个人，为了谋取自
身利益，有的相互串通投标报价围标串
标，有的以行贿方式获取工程项目，有
的出借或者挂靠资质，有的中标后将工
程项目转包、违法分包。这些违法违规
行为，严重损害守法经营者利益，扰乱
市场竞争秩序，破坏营商环境，败坏社
会风气，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通报指出，对这些企业和个人，必
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行联合惩戒，
在惩戒期限内（自发布之日起一年内）
限制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享受财
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管理，提高

贷款利率，让失信违法者“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付出应有的代价。

通报强调，维护工程建设项目招
投标市场秩序，是监管部门和市场参
与者的共同责任。各监管部门要切实
履职，加大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违
规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对那些肆无忌惮、严重扰乱招
投标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期间顶风作
案、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企业和个人，
要坚决纳入“黑名单”，予以通报曝光，
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市场
主体、中介机构、评审专家要进一步增
强法律意识，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自觉抵制各种投机取巧、弄虚作
假、徇私舞弊、违法乱纪行为，共同营
造公平竞争、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社
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加强对工程
建设项目招投标的监督，发现问题，及
时举报，努力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
良好氛围。

湖南通报第一批工程建设项目
招投标失信行为名单

13家企业和36名个人
上了“黑名单”

▲ ▲（上接1版①）
接到待命通知，1小时后面对面谈

话……第 15 考察组的到来，让长沙理
工大学驻新宁县枧杆山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宋刘斌有点

“措手不及”。不过他也很坦然：“突击
考试更能考察出真实水平。”

各考察组注重考察了解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表现情况，对基层脱贫攻坚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及时联系相
关单位帮助解决。第1考察组在访谈中
了解到浏阳市大围山镇急需旅游项目
规划，现场联系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
院，协调帮助做旅游规划和红色资源
开发。第 6 考察组针对祁东县黄花菜、
大米等扶贫农产品品牌效应有待提升

的情况，帮助策划农产品网络宣传、电
商助力等活动。

注重倾听干部的诉求和呼声，及
时掌握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并
进行心理疏导，助力每一位扶贫干部
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也是考察的重要
内容。“在上级帮助下，滕建义的困难
得到缓解，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也更有
干劲了。”大水田乡党委书记谢伯圣
说。

截至 6 月初，考察组已访谈 1.8 万
余人，走访乡镇（街道）1100 多个、贫
困村 3500 多个，交办问题 850 多个，
解决具体问题 640 多个，受到了基层
干部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长沙6月11日电）

▲ ▲（紧接1版②）新栽种的170棵果树
成熟后，可以吸引游客体验采摘的乐
趣；今年还合伙承包了 100 亩水塘养
鱼和甲鱼，相信收入还会不错。

31岁的苏卓黝黑、壮实，一副地道
的农民模样，村里人都快忘了他曾经
是一名大学生。苏卓从四川理工学院
毕业后，在长沙干过室内设计师，开过
火锅店。2017年，盘龙岭村决定对全村
2900 亩土地进行流转，嗅到商机又喜
欢农村生活的苏卓关掉了火锅店，跟
村上的会计张星合作竞拍了近 400亩
水田的标段，以“荷花＋小龙虾”立体
套养模式，返乡当起了虾农。

没有任何养虾经验，苏卓在第一年
就受了挫。当年投放的近 5000斤虾苗
死了一大半，亏了十几万元。“那时候每
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虾子，每次一
捞就是好多死虾，急啊！”苏卓回忆。

苏卓急，盘龙岭村的村支两委也
急，特意请来了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
现场授课，还组织了一批养虾大户去
南县和湖北等地学习。

“学习完，心里又有了底气，继续
干！”苏卓说，2018年，在上一年的基础
上，光虾苗就卖了 20 多万元，小龙虾
又卖了近 20 万元，扣除前期投入、上
年亏的本钱和成本，当年纯收入有 10
多万元。

“这个事情搞得！”这几年，苏卓大
部分时间都是在荷花虾基地度过的，

喂食、除草、捕捞，各种活儿都做，他也
从白白嫩嫩的小伙晒成了皮肤黝黑的
糙汉。

“捕捞虾子很辛苦，半夜两三点去
收‘地笼子’，收完后还要对虾子规格
进行分类，有时被虾钳夹得手鲜血直
流。”苏卓说。

如今，乔口镇盘龙岭村的“荷花虾”
名声在外，虾子基本不出望城就已被批
发商抢购一空。村里注册了盘龙岭“荷
花虾”商标，还与湖南文和友集团签署
了购销协议，“荷花虾”联姻“网红店”。

去年，苏卓又成立了江卓生态农
业，在电商平台、微信小程序上销售村
里的农特产品。荷花虾基地也请了贫困
户来当帮手，每月开出4500元的工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再累也值得，况且我们盘龙岭
村的发展前景这么广阔，不比城里
差！”苏卓一脸满足地说。

2019 年，盘龙岭村“荷花虾”销量
达到 1000 万元。全村 80 多户贫困户
全部脱贫，875家农户逐渐走上致富道
路。这个曾经的省级贫困村不仅脱贫
摘帽，还蝶变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小小荷花虾，成就大产业。乔口镇
探索出一条“赏荷花、呷龙虾、当创客、
住民宿、解乡愁”的“荷花虾”产业链。
今年，乔口镇成功入围全国农业产业
强镇建设名单，是省会长沙这次唯一

“上榜”的乡镇。

荷花笑处龙虾醉

▲ ▲（紧接1版③）曹礼四边走边笑着
说，“下雨天全是烂泥巴，落脚的地方
都没有。”

运输也成了一大问题，摩托车进
不去，村民们种了稻谷、玉米和蔬菜，

“拿不进，背不出”，只能肩挑背扛，“虽
然舍不得祖宗的宅子，但我52岁了，扛
不动啰。”曹礼四摇摇头。

走下山来，我们瞬间从寂静古朴的
古村落“穿越”来到规整的现代农村。

2016 年开始，吴山村的古宅被当
作文化遗产保护起来，村里还计划将
其打造为核心休闲养老基地。曹礼四
和邻居们则在 2018 年搬到了村里统
一规划建设的新家。

曹礼四分了三层楼，每层 120 平
方米。层层有厕所，地板上铺着崭新的
米色瓷砖，门前屋后种满了绿植，门口
一条3米宽的水泥路直通村口，不时有
村民开车拉着刚摘下的桃子、李子等
农产品经过。

“孙子要回来了，接他去！”曹礼四看
看时间，笑呵呵地说，水泥路通了之后，运
东西省力，孩子们从郴州市里回来也方便
多了，自己每周末都能看到宝贝孙子。

水泥路一边，堆着十几根黑色的
管道。曹礼四说，村里正在进行污水改
造工程，他也帮着做零工挣收入，铺下

水管道、砌沉沙井。这两年，眼看村里
河沟里的水越来越干净，淤泥清走了，
再没有难闻的臭味，蚊虫也少了。

“变化最大的还是这片荷花池。”6
月中旬，吴山村村口荷花池的荷花已
经开了不少，一朵朵娇滴滴地立于水
面。据曹礼四介绍，前几年，这里还是
一片污泥地，没有路，只有村民们散养
的鸡鸭在这里戏水，粪便污水混在一
起，大家都避而远之。

现在的荷花池成了村民们散步休
闲的好去处，还有不少游客在此拍照
赏荷花。一旁的西水河岸，如今也被打
造成绿色游道，成了跑步、骑车等户外
运动爱好者的绝佳去处。

抱着1岁多的大胖孙子，曹礼四笑
得合不拢嘴。孩子一下车，就被村口的
这片荷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

做完农活，曹礼四的老伴史菊凤也
回来了。傍晚时分，路灯亮起，一家人吃
了晚饭，散步走到新建好的吴山公园，
史菊凤加入了 80 余人的广场舞队伍，
儿子和儿媳妇躲进了公园的静谧角落，
享受甜蜜悠闲的二人时光，曹礼四则抱
着孙子，沿荷花池边慢慢走着。

啥是小康？记者问。曹礼四看了眼孙
子，说：“有新房子住，有事做，有孙子带，
还有荷花看，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小康！”

古宅伴新居 悠然见“吴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