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郑州市2022年第3批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企业申报代表工程业绩
序号 企业名称

申请
事项

申报资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工程规模
开、竣工时

间
质量评
定结果

1 辰之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豫隆商场网络机房、消防控制室智
能化安装工程

许昌恒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2845461元

2019/06/10
-19/07/24

合格

2 辰之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悦启城建筑智能化安装工程 民生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983226元

2019/09/23
-19/11/08

合格

3 辰之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东方明盛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居易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826309元

2020/05/18
-20/06/29

合格

4 辰之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兴昌大厦A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兴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878761元

2021/11/01
-21/12/31

合格

5 辰之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兴昌大厦B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兴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142842元

2021/11/12
-22/01/07

合格

6 大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东润翰悦府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漯河永润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1227.984327万
元

2021/11/06
-22/01/04

合格

7 大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博丰悦玺台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博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1176.741569万
元

2021/10/29
-22/01/06

合格

8 大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美庐天下城三期建筑智能化系统工
程

河南感恩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1162.448213万
元

2021/04/20
-21/06/28

合格

9 东基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安徽新安银行营运用房装修装饰工
程

安徽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的建筑智能化
工程 1530.887005万元

2021/10/28
-21/11/26

合格

10 东基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上饶国际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江西上饶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的建筑智能化
工程1627.637042万元

2021/10/27
-21/11/25

合格

11 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潢川怡景学苑3#5#9#楼防水工程 河南发成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300万以下防水
工程2365900元万元

2021/09/10
-21/12/16

合格

12 河南保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馨苑花园公寓装修工程 漯河中投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89.5307万元

2021/12/27
-22/02/23

合格

13 河南保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大宏城市广场二期装修工程 
开封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35.3864万元

2021/12/29
-22/02/21

合格

14 河南财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高新区氢能产业园一期3#防水工程
新乡高发氢能产业运营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 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
工程169.75万元

2021/06/21
-21/07/20

合格

15 河南财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西城家园北苑一期6#防水工程 焦作国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82.66万元

2021/08/27
-21/10/15

合格

16 河南财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丰华园小区5#防水工程 河南丰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 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
工程177.45万元

2021/11/22
-21/12/31

合格

17 河南策晟建筑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5#学生宿舍楼
CFG桩基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度超过12米
12.85米

2021/10/27
-21/12/18

合格

18 河南策晟建筑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小石庄新型社区项目22#楼地基与
基础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12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地基基础15层
2021/11/05
-21/12/24

合格

19
河南宸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华盛湾小区二期项目建筑智能化工
程

洛阳盛基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62.764854万元
2021/12/23
-22/01/21

合格

20
河南宸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鼎瑞阳光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鼎永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33.957926万元
2022/02/17
-22/03/19

合格

21
河南宸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东方今典境界项目建筑智能化工程
漯河市今典置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75.731866万元
2022/02/09
-22/03/14

合格

22 河南春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二级
淅川县人民医院综合医疗污水处理
工程

淅川县人民医院
中型环保工程（污水处理2200立方米
每天）2项

2021/05/28
-21/09/28

合格

23 河南春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二级
新安县正村镇等6个乡镇污水处理
项目

新安县水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型环保工程（废水回收利用11800吨
/天）2项

2021/03/21
-21/05/20

合格

24 河南大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香榭里畔山兰溪商务楼1#楼室内装
修工程

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00万元以上万元

2021/12/27
-22/02/22

合格

25 河南大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香榭里畔山兰溪商务楼2#楼室内装
修工程

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00万元以上万元

2021/12/28
-22/02/25

合格

26
河南盾来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森和花园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金銮洛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75.43万元
2022/03/03
-22/03/27

合格

27
河南盾来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温莱大酒店机电安装工程 安阳金秋大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81.08万元
2022/03/02
-22/03/26

合格

28 河南富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智能电子玩具制造组装车间电子工
业设备安装工程

安阳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25.256585万元
2021/09/05
-21/10/25

合格

29 河南富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数码相机电子元件生产流水线设备
安装工程

平顶山铭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53.839525万元
2021/11/15
-22/03/10

合格

30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华城国际小区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华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754.23228万元
2021/11/10
-22/01/08

合格

31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风岛酒店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鑫锐安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54.732456万元
2021/12/22
-22/02/19

合格

32 河南观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明珠家园二期装修装饰工程 三门峡黄河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542.7959万
元

2022/02/09
-22/03/24

合格

33 河南观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亚新美好香颂精装修工程 河南新高地控股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532.7807万
元

2022/02/11
-22/03/26

合格

34 河南观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桂语江南小区6#地基基础工程 安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楼层层数地上16层层
2022/01/26
-22/03/17

合格



35 河南观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唐韵美城小区3#基坑围护工程 安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基坑围护开挖深度10米
2022/01/28
-22/03/21

合格

36 河南广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嘉洲.天悦住宅小区5#、6#楼装修
装饰工程

河南恒茂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装修装饰工
程1726.63万元

2021/08/11
-21/12/08

合格

37 河南广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蓝光雍锦王府营销中心装饰装修工
程

新乡市唐普锦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98.282118万元

2021/09/24
-21/12/02

合格

38 河南国基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通达大厦中央空调设备及安装项目 杭州通达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68.74万元

2022/01/07
-22/03/02

合格

39 河南国基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华侨城生活广场中央空调采购及安
装工程

华侨城(南昌)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82.74万元

2022/01/14
-22/03/14

合格

40 河南国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九栋园项目商业广场幕墙工程 郑州国投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6652平方米平方米
2018/09/25
-19/01/12

合格

41 河南国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高速地产和园商业中心玻璃幕墙工
程

郑州奥兰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7210平方米平方米
2019/03/19
-19/07/16

合格

42 河南国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海马公园B6二期商业中心幕墙工程 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 面积6300平方米平方米
2019/08/01
-19/10/29

合格

43 河南国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经开万锦城项目万锦商务大楼1#幕
墙工程

郑州华图利合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面积6758平方米平方米
2019/09/10
-19/12/28

合格

44 河南国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香蜜花都2#综合商场幕墙工程 河南恒兆业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6619.7平方米平方米
2020/09/24
-20/12/22

合格

45 河南国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北大资源未名府C区1#商住楼石材
幕墙工程

开封博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面积6063平方米平方米
2021/07/28
-21/10/27

合格

46 河南国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二级

孟州永福花苑项目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00千牛。米8台
2021/12/21
-22/02/24

合格

47 河南国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梅里路道路照明工程 鄢陵县城市管理局 合同额896.5万元
2021/12/02
-22/01/24

合格

48 河南国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信阳市新五大道照明工程 信阳市羊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合同额802.37万元
2021/12/08
-22/01/22

合格

49 河南国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信阳市新二十四大街照明工程 信阳市羊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合同额763.25万元
2022/02/10
-22/03/20

合格

50 河南国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涧西区周山大道道路养护工程 洛阳市涧西区城乡建设局 养护照明3万盏35262盏
2022/02/15
-22/03/21

合格

51 河南瀚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荥阳瀚宇广场商务中心基础防水工
程

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2231400.00元元
2022/02/14
-22/03/19

合格

52
河南弘昶天丰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恒鑫商务中心玻璃幕墙工程 河南亨润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251.3平方米

2021/01/25
-21/03/18

合格

53
河南弘昶天丰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永盛时代广场玻璃幕墙安装工程 山西裕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649.7平方米

2022/01/13
-22/03/10

合格

54
河南弘昶天丰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财智大厦A座玻璃幕墙工程 长治市天蓝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7182平方米

2021/04/16
-21/06/16

合格

55
河南弘昶天丰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财智大厦B座玻璃幕墙工程 长治市天蓝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7263.8平方米

2021/04/28
-21/07/06

合格

56
河南弘昶天丰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华辰国际酒店幕墙装饰项目 徐州广沣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513.5平方米

2021/08/19
-21/10/15

合格

57
河南弘昶天丰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济宁悦东商业中心-幕墙工程 山东沃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187平方米

2021/11/08
-21/12/23

合格

58 河南红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安达电气电子工业园区电子工业制
造设备安装工程

河南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243.574267万元
2022/01/13
-22/02/11

合格

59 河南红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星辉电器厂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流
水线安装工程

河南省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2217.987432万元
2022/03/02
-22/03/26

合格

60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瑞龙新世纪一标段防水工程 洛阳铭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246645元

2019/10/16
-19/11/25

合格

61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伊河湾1#楼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洛阳九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 15808037元

2020/05/15
-20/06/29

合格

62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丽都花园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开封市银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662868.8元

2020/08/03
-20/09/21

合格

63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银通大厦建筑幕墙工程 洛阳银润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08平方米

2020/11/17
-21/01/05

合格

64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恒通科技楼幕墙工程 洛阳天明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207平方米

2021/03/16
-21/05/10

合格

65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天玺广场A座幕墙工程 山东茗筑世家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513平方米

2021/09/29
-21/11/29

合格

66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天玺广场B座幕墙工程 山东茗筑世家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405平方米

2021/10/15
-21/12/13

合格

67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海星大厦A栋建筑幕墙工程 天津海星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216平方米

2021/06/28
-21/08/19

合格

68 河南鸿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海星大厦B栋建筑幕墙工程 天津海星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325平方米

2021/07/01
-21/08/24

合格

69 河南华标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吾安购物中心A座幕墙工程 湖南江域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715.25平方米

2021/01/24
-22/03/14

合格



70 河南华标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吾安购物中心B座幕墙工程 湖南江域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966.31平方米

2021/01/27
-22/03/21

合格

71 河南华标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村改造3#楼幕墙装饰工程 昆明怡美天香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126平方米

2021/12/13
-22/01/26

合格

72 河南华标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村改造6#楼幕墙装饰工程 昆明怡美天香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03平方米

2021/12/17
-22/02/08

合格

73 河南华标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村改造8#楼幕墙装饰工程 昆明怡美天香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188.46平方米

2021/12/22
-22/02/11

合格

74 河南华标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村改造9#楼幕墙装饰工程 昆明怡美天香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352平方米

2021/12/28
-22/02/21

合格

75 河南华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山东斯诺电子有限公司制造设备安
装工程

山东斯诺电子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0624006元

2021/10/08
-21/12/20

合格

76 河南华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新型精密元器件数字化生产线设备
安装工程

新乡市杰达精密电子器件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1147656元

2021/11/01
-22/01/07

合格

77 河南吉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天凯国际大厦A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

河南圣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32.74万元万元

2021/12/20
-22/02/24

合格

78 河南吉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天凯国际大厦B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

河南圣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29.37万元万元

2021/12/27
-22/02/28

合格

79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鸿葡大厦A栋室内、外装修工程 三门峡华瑞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650456.06元

2022/01/09
-22/03/15

合格

80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鸿葡大厦B栋室内、外装修工程 三门峡华瑞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176086.65元

2022/01/24
-22/03/18

合格

81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德康大厦A栋中央空调设备采购及
安装项目

河南冠鹤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178766.04元

2022/01/26
-22/03/14

合格

82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德康大厦B栋中央空调设备采购及
安装项目

河南冠鹤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237383.68元

2022/01/28
-22/03/18

合格

83 河南锦翎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河南东方立元大酒店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东方立元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3.2856万元
2021/05/21
-21/08/29

合格

84 河南锦翎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河南九蚨大酒店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九蚨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9.3718万元
2021/04/29
-21/08/27

合格

85 河南锦翎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龙瑞祥和苑3号楼建筑防水工程
洛阳市南府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3128万元
2021/10/22
-22/01/20

合格

86 河南康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亿源电子厂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流
水线安装工程

安阳市森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2148.6323万元
2022/01/06
-22/03/21

合格

87 河南康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明福电子科技厂电子元器件生产车
间流水线安装工程

漯河三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86.3215万元
2022/02/09
-22/03/25

合格

88 河南科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璀璨天城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湖北宏晨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28.83万元

2022/02/19
-22/03/23

合格

89 河南科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都市家园建筑智能化工程 山东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50.21万元

2021/11/10
-21/12/14

合格

90 河南科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枫水湾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山东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62.12万元

2021/12/25
-22/01/28

合格

91 河南匡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华商商城装修装饰工程 江苏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513.00万元

2022/01/25
-22/03/27

合格

92 河南匡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清灵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江苏汇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512.50万元

2022/01/21
-22/03/23

合格

93 河南旷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新时代国际广场2#综合楼消防工程 河津市万春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1543平方米

2021/12/08
-22/01/22

合格

94 河南旷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德润祥万和城商业中心消防工程
运城市德润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设施工
程40850平方米

2021/10/14
-21/11/24

合格

95 河南蓝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张家村城中村及片区改造项目八号
院基础防水工程

河南瀚宇天悦城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220.67万元万元
2022/02/16
-22/03/18

合格

96 河南蓝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桂园天悦府25#、26#楼防水施工工
程

商丘华海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4.196971万元

2021/06/07
-21/07/21

合格

97 河南隆安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旭辉国际广场A座幕墙工程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212平方米

2021/06/04
-21/07/26

合格

98 河南隆安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旭辉国际广场B座幕墙工程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48平方米

2021/06/10
-21/08/04

合格

99 河南隆安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绿景湾壹号公馆A栋幕墙工程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336平方米

2021/09/02
-21/10/25

合格

100 河南隆安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绿景湾壹号公馆B栋幕墙工程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325平方米

2021/09/10
-21/11/03

合格

101 河南隆安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世纪开元中心B座幕墙工程 浙江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50平方米

2021/11/25
-22/01/14

合格

102 河南隆安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世纪开元中心C座幕墙工程 浙江绿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088平方米

2021/12/01
-22/01/21

合格

103 河南隆安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香江悦棠一期1#、2#、5#楼屋面防
水工程

河南大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18.18万元

2022/02/11
-22/03/27

合格

104 河南绿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园区道路照明工
程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带160KVA以上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568.471286万元

2020/12/28
-21/03/23

合格



105 河南绿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虎岭产业集聚区天坛创业园B区道
路照明工程

济源市虎岭经开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带160KVA以上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546.813924万元

2021/05/20
-21/08/03

合格

106 河南绿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洛阳恒生科技园道路照明工程 洛阳恒生科技园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带160KVA以上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521.354813万元

2021/10/16
-21/12/20

合格

107 河南绿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领城·天悦广场景观照明设施养护
工程

许昌市领城置业有限公司 照明设施总功率0.62万千瓦
2020/12/14
-21/12/14

合格

108 河南绿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鲁山花瓷古镇项目仿古建筑新建工
程

平顶山伟光汇通旅游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44平方米
2021/11/08
-21/12/28

合格

109 河南绿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荆紫关镇古街客栈仿古建筑工程
淅川县古镇旅游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16平方米
2022/01/21
-22/03/22

合格

110 河南满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阅朗大厦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成都成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52.62万元

2022/01/14
-22/03/22

合格

111 河南满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和悦小区2号院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安徽天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45.27万元

2022/01/18
-22/03/23

合格

112 河南曼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中成·水岸绿洲小区1#-4#楼防水
工程

河南省中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6.27167 万元
2021/12/10
-21/01/20

合格

113 河南曼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鹤壁市湘江四季苑住宅楼防水工程
鹤壁市淇滨区恒得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3.816774万元
2021/10/13
-21/12/23

合格

114 河南曼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枫华之家住宅小区防水工程 开封新枫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9.247455万元
2021/08/25
-21/10/25

合格

115
河南茂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洛龙区龙诚小区B区4#、6#楼防水
工程

洛阳龙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7.3416万元
2021/10/25
-21/12/13

合格

116
河南茂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新星苑3#、7#、10#楼防水工程
河南省广阔天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8.3700万元
2021/10/28
-21/12/11

合格

117
河南茂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平舆县湖珀蓝岸11#楼、12#楼屋面
防水工程项目

平舆县豫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9.6517万元
2021/10/31
-21/12/14

合格

118
河南茂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沈丘县快乐小镇11#楼装饰装修工
程项目

沈丘县乾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9.7655万元万元
2021/10/30
-21/12/13

合格

119
河南茂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永合嘉园小区6#楼装饰装修工程 开封市昌立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13.2312万元万元
2021/12/29
-22/02/16

合格

120 河南茂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漯河市福桂嘉苑小区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汇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56.43万元的建筑防水工
程256.43万元

2021/10/18
-21/11/17

合格

121 河南茂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南阳市常绿卧龙府二期装修装饰工
程

南阳市泰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69.34万元的装修装饰工
程1569.34万元

2021/07/26
-21/09/14

合格

122 河南茂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三门峡新奥星音乐影咖酒店装修装
饰工程

河南新奥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36.72万元的装修装饰工
程1536.72万元

2021/12/29
-22/02/12

合格

123 河南铭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龙泊圣地北大门1#楼、2#楼公区及
户内精装修工程

河南茨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5381961.91元
2021/06/05
-21/08/04

合格

124 河南铭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建业华阳峰渡小区二期精装修项目 洛阳峰渡置业有限公司 17334718.08元
2021/09/29
-21/11/28

合格

125 河南沐之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商丘信华国际大酒店装修装饰
商丘信华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389528.474元

2021/07/26
-21/11/03

合格

126 河南沐之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开封开元名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402899.24元

2021/08/16
-21/12/04

合格

127 河南磐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王城府邸二期1#、2#楼防水施工工
程

洛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1.21万元

2021/08/31
-21/10/20

合格

128 河南磐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王城府邸二期 3#、4#楼防水施工
工程

洛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1.13万元

2021/09/10
-21/10/29

合格

129 河南磐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王城府邸二期 5#、6#楼防水施工
工程

洛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1.93万元

2021/09/23
-21/11/15

合格

130 河南鹏嘉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开元壹号建筑智能化工程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14.9万平方米
2021/11/20
-22/01/13

合格

131 河南鹏嘉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中亿金第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中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13.6万平方米
2022/02/12
-22/03/23

合格

132 河南鹏嘉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如意城左岸公园小区建筑智能化工
程

息县天福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
2021/12/27
-22/02/14

合格

133 河南启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磨李社区二期5#楼基坑维护工程 河南海诚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9米的基坑维护工程9.6
米

2021/08/19
-21/11/19

合格

134 河南启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磨李社区二期1#、2#、3#楼地基基
础工程

河南海诚置业有限公司
12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工
程16层

2021/03/15
-21/07/15

合格

135 河南全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豪景大厦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嘉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01.5689万元
2021/12/03
-22/01/16

合格

136 河南全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凯嘉大厦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梅隆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929.5687万元
2022/02/10
-22/03/21

合格

137 河南荣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鑫源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开封圣桦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56.2321万元
2022/01/14
-22/03/14

合格

138 河南荣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翠竹苑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漯河市伟翔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75.9631万元
2022/01/18
-22/03/18

合格

139 河南睿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驻马店市新蔡县2021年道路照明设
施养护工程

新蔡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养护的功能照明设施不少于3万盏
5194866.29元

2021/11/08
-21/12/28

合格



140 河南睿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新蔡县人民路照明工程
新蔡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5475612.96元

2021/08/23
-21/10/22

合格

141 河南睿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新蔡县今是大道照明工程
新蔡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5699439.97元

2021/10/28
-22/01/01

合格

142 河南睿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新蔡县洪河大道照明工程
新蔡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5394639.04元

2021/08/23
-21/10/12

合格

143 河南三都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梦之城购物中心室内外装修装饰工
程

三门峡市梦之城实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551700元的装修装饰工
程16551700元

2022/01/07
-22/02/16

合格

144 河南三都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义马市锦江国际大酒店室内外装修
装饰工程

义马市国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7921500元的装修装饰工
程17921500元

2022/01/12
-22/02/21

合格

145 河南上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沁阳市“双创”孵化产业示范基地
建设项目暖通工程

河南蛮蛮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987.77万元河南蛮蛮云计算技术有限
公司

2021/10/10
-22/01/09

合格

146 河南上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宝丰迎宾馆项目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宝丰迎宾馆有限公司 838.88万元宝丰迎宾馆有限公司
2021/03/01
-21/06/30

合格

147 河南尚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沙河贤局小区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焦作市飞天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 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 1500万元以上万元

2021/10/29
-21/12/23

合格

148 河南尚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欧文尊府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西平县欧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 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 1500万元以上万元

2021/10/26
-21/12/15

合格

149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豫菲名郡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万潮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184383.28元

2022/01/14
-22/03/09

合格

150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乔翊购物中心幕墙工程 灵宝市苏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132平方米

2021/12/13
-22/01/26

合格

151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兴赞购物广场A座幕墙装饰工程 宜昌三禾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7023平方米

2021/11/11
-22/01/05

合格

152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兴赞购物广场B座幕墙装饰工程 宜昌三禾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7192平方米

2021/11/15
-22/01/11

合格

153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瑧茂大酒店幕墙工程 铜陵拓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598.52平方米

2021/10/25
-21/12/13

合格

154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简裕商品城A栋玻璃幕墙工程 山西润昂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357.85平方米

2021/08/02
-21/09/18

合格

155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简裕商品城B栋玻璃幕墙工程 山西润昂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564.73平方米

2021/08/06
-21/09/24

合格

156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同华国际广场二期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

邓州市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1629万元

2021/12/17
-22/02/16

合格

157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圣达广场中央空调采购及安装工程 信阳会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1593万元

2022/01/20
-22/03/15

合格

158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伏羲文化产业园仿古建筑施工项目
延川县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平方以上的仿古建筑
工程646平方

2021/11/11
-22/01/04

合格

159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药王山景区药王庙仿古建筑工程 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管理处
单体建筑面积600平方以上的仿古建筑
工程659平方

2022/01/29
-22/03/27

合格

160 河南省海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书香府邸小区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同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额150万元以上161.2万元
2021/12/04
-21/12/23

合格

161 河南省海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正商智慧城四期19#、24#、25#楼
防水工程

河南正商龙湖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150万元以上163万元
2022/01/06
-22/01/25

合格

162 河南省海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周口山水人家1-6#楼防水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同额150万元以上158.21万元
2022/02/11
-22/02/25

合格

163
河南省力基天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信阳市中心医院机电安装工程 信阳市中心医院
单项合同额800万以上的机电安装工程
836.2798万元

2021/09/17
-21/11/18

合格

164
河南省力基天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北方易初冲压焊接联合厂房机电安
装工程

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以上的机电安装工程
957.192万元

2021/10/08
-21/12/08

合格

165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金明大道城市道路照明工程 开封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项合同额556.324862万元
2020/11/06
-20/12/05

合格

166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西安市灞桥生态湿地公园照明工程 西安市园林局 单项合同额523.218242万元
2020/12/25
-21/01/23

合格

167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新乡市金穗大道道路照明工程 新乡市市政设施管理处 单项合同额536万元
2021/02/24
-21/03/25

合格

168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幸福大道城市道路照明工程 西安市长安区路灯管理所 单项合同额553.294925万元
2021/04/09
-21/05/13

合格

169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烟台市智慧城广场照明工程 烟台市市政公共广场管理所 单项合同额562.98562万元
2021/05/28
-21/06/27

合格

170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驻马店置地公园照明工程 驻马店市园林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563.515009万元
2021/07/12
-21/08/10

合格

171 河南省首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洛阳商会大厦A栋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东方置地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74.9473万元
2021/08/27
-21/12/02

合格

172 河南省首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荥阳龙城天悦8#  9#  10#栋楼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和兴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5.3181万元
2021/12/17
-22/03/14

合格

173 河南省泽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启明山河小区6#楼基坑围护工程 山东美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14
米

2021/12/10
-22/03/01

合格

174 河南省泽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瑞和1号院3#楼地基基础工程 安徽力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3120千牛

2021/12/07
-22/02/16

合格



175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博睿国典屋面防水重新铺设工程 漯河市博睿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0.375455万元
2021/03/15
-21/04/29

合格

176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盛世云景小区楼顶防水层整修项目 平顶山市航瑜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35748万元
2021/09/15
-21/10/30

合格

177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新谊城三期外墙防水项目
河南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万元
2022/01/10
-22/03/11

合格

178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碧桂园天悦湾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驻马店碧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198.26万元
2022/01/26
-22/03/17

合格

179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大河锦悦城一期住宅区智能安防工
程

河南省大河传媒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097.86万元
2022/03/30
-22/03/30

合格

180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金诚博雅·世纪花园智能化工程
信阳市忠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342.21万元
2021/12/15
-22/02/18

合格

181 河南世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佛山市乐从镇路州周氏大宗祠祠堂
仿古建筑工程

广东中昊建设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
2021/11/19
-22/01/13

合格

182 河南世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五粮液青城山国际康养中心项目B2
地块27#楼仿古建筑工程

都江堰五粮液合美健康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
2021/09/02
-21/11/01

合格

183 河南顺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蓝湾国际二期6#、8#楼防水工程 新乡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金额166.88万元
2020/07/10
-20/09/07

合格

184 河南顺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佳田尚书院9#、10#楼防水工程 河南和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164.54万元
2021/04/18
-21/06/18

合格

185 河南顺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盈盛龙栖湾二期防水工程 河南盈盛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159.3196万元
2020/09/25
-20/11/20

合格

186 河南顺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科汇发展中心A座幕墙工程 浙江盈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278平方米

2021/06/21
-21/08/10

合格

187 河南顺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科汇发展中心B座幕墙工程 浙江盈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12平方米

2021/06/30
-21/08/25

合格

188 河南顺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盛佳广场A栋玻璃幕墙工程 南昌联悦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218平方米

2021/09/22
-21/11/16

合格

189 河南顺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盛佳广场C栋玻璃幕墙工程 南昌联悦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036平方米

2021/09/29
-21/12/03

合格

190 河南顺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滨江1号公馆A座幕墙工程 广东铭和建设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56平方米

2021/03/31
-21/05/25

合格

191 河南顺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滨江1号公馆B座幕墙工程 广东铭和建设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024平方米

2021/04/08
-21/05/25

合格

192 河南唐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曹魏古城二期项目忠义阁仿古建筑
工程

许昌市曹魏古城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88.78平方米
2021/08/30
-21/11/03

合格

193 河南唐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汇丰·板桥古镇三期观景楼仿古新
建工程

河南汇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80.64平方米
2021/12/10
-22/02/23

合格

194 河南唐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三门峡德恩大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三门峡德恩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215320.11万元
2022/01/05
-22/03/11

合格

195 河南唐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三门峡国诚大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三门峡国诚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553850.23万元
2022/01/25
-22/03/16

合格

196 河南题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新城社区地下车库防水工程 河南金牛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55.3845万元
2022/02/17
-22/03/18

合格

197 河南题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惠众大数据综合办公楼装修装饰工
程

河南惠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2.3615万元
2022/02/11
-22/03/23

合格

198 河南题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潢川县妇幼保健院病房综合楼装修
装饰工程

潢川县妇幼保健院 单项合同额1619.2142万元
2022/02/12
-22/03/24

合格

199 河南天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名郡东方住宅小区8#9#10#11#楼建
筑防水工程

鹤壁名郡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0000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66.25万元

2021/03/26
-21/04/30

合格

200 河南天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金泰王朝花园小区17#18#19#楼建
筑防水工程

郑州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单项合同额1860000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76.7万元

2021/06/18
-21/07/23

合格

201 河南天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许昌红月医院建筑防水工程 许昌中天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92200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79.22万元

2021/08/13
-21/09/27

合格

202
河南天中消防制冷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天地源熙樾坊建筑智能化工程 郑州天地源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218.669234万元万元

2021/04/19
-21/06/18

合格

203
河南天中消防制冷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宇鑫·卢州府建筑智能化工程 卢氏县宇鑫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73.448965万元万元

2021/09/23
-21/11/22

合格

204
河南天中消防制冷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悦城壹号院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弘基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49.872236万元万元

2021/04/07
-21/06/01

合格

205
河南途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虞城县木兰大道（至诚四路至闽江
路路段）道路照明工程（180KVA箱
式变配电）

虞城县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524.7569万元
2021/11/01
-21/11/30

合格

206
河南途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郸城县科技大道（迎宾大道至文化
路路段）道路照明工程（180KVA箱
式变配电）

郸城县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518.9637万元
2021/12/15
-22/01/23

合格

207
河南途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濮阳市黄河东路（大庆中路至东环
路路段）道路照明工程（180KVA箱
式变配电）

濮阳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537.4758万元
2022/02/23
-22/03/24

合格

208
河南途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桃园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鹤壁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547.5863万元
2021/10/29
-21/12/07

合格

209
河南途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洹水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安阳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568.7247万元
2021/12/24
-22/01/22

合格



210
河南途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许都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许昌市城市管理局 单行合同额535.7839万元
2022/02/18
-22/03/19

合格

211 河南团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盛和天禧国际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安阳市豫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729.6352万元
2021/08/11
-21/11/08

合格

212 河南团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佳客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漯河市盛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33.9625万元
2021/12/07
-22/03/06

合格

213 河南团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紫竹苑小区1#、3#、6#楼地下车库
防水工程

三门峡中隆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9.9643万元
2021/07/08
-21/09/05

合格

214 河南团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玫瑰新城小区2#、5#、7#楼地下车
库防水工程

开封市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3.5267万元
2021/09/24
-21/11/22

合格

215 河南团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温馨家园小区2#、3#、6#楼地下车
库防水工程

三门峡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8.7913万元
2021/12/14
-22/02/11

合格

216 河南万广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非尚精品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项城市非尚精品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49.8532万元
2021/11/27
-22/01/20

合格

217 河南万广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凯璟清华园精装修工程 河南凯璟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597.2516万
元

2021/09/16
-21/11/14

合格

218 河南夏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柒月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盛达发展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25.685466万元
2021/12/03
-22/01/11

合格

219 河南夏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云上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31.928528万元
2022/02/10
-22/03/21

合格

220 河南夏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宏昌达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流水线
安装工程

汝州市宏昌达电子厂 单项合同额2158.6869万元
2021/11/23
-22/03/12

合格

221 河南夏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三众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流水线安
装工程

长葛市三众电子加工厂 单项合同额2245.3519万元
2021/11/25
-22/03/14

合格

222 河南鑫隆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周口全季酒店室内装修工程 华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额1512.1217万元
2022/01/23
-22/03/18

合格

223 河南鑫隆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神隆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楼装
修工程

神隆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同额1508.4355万元
2022/01/21
-22/03/21

合格

224 河南信美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周口市天明城三期名仕公馆4#装饰
装修工程

周口天明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装修
工程1755万元

2021/08/17
-21/10/20

合格

225 河南信美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恒利康生物科技综合办公楼精装修
工程

恒利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装修
工程1528.3万元

2021/12/05
-22/02/16

合格

226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广宇东润大厦1#楼装修装饰工程 浙江上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1/12/30
-22/03/02

合格

227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广宇东润大厦2#楼装修装饰工程 浙江上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2/01/13
-22/03/14

合格

228 河南行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时代华庭基坑支护工程 河南弘展建设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9米的基坑围护工程10.3
米

2021/08/05
-21/09/24

合格

229 河南行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愉景新城桩基础工程 新乡景城实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2239千牛

2021/10/19
-21/12/06

合格

230 河南央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文兴阳光水岸建筑防水工程 洛阳市文兴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53128.27元元
2022/01/21
-22/03/17

合格

231 河南央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置地新时代嘉园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正华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70727.32元元
2021/11/29
-22/02/17

合格

232 河南央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富源双河湾建筑防水工程
汝南县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74128.96元元
2021/11/17
-22/01/06

合格

233 河南永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立锦大酒店幕墙工程
驻马店市立锦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311平方米

2021/08/18
-21/10/11

合格

234 河南永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虹元大厦幕墙装饰工程
江西省中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297平方米

2021/11/22
-22/01/13

合格

235 河南永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润达国际购物中心A座幕墙装饰工
程

江西华鼎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7024平方米

2021/11/15
-22/01/14

合格

236 河南永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润达国际购物中心B座幕墙装饰工
程

江西华鼎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7092平方米

2021/11/19
-22/01/20

合格

237 河南永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悦栖酒店幕墙工程 青岛悦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530平方米

2021/05/17
-21/07/13

合格

238 河南永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凯德生活广场幕墙工程 青州锦第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721平方米

2021/08/16
-21/10/14

合格

239 河南友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鹤壁市常绿林溪谷小区装饰装修工
程

鹤壁市常绿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27.50万元

2022/02/07
-22/03/23

合格

240 河南友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山市横栏宝裕村项目公共区域精
装修工程

中山市瑞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29.42万元

2022/01/23
-22/03/20

合格

241
河南钰之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颐商苑3号楼装修装饰工程 郑州北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 1944.25万元
2021/11/15
-22/02/07

合格

242
河南钰之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广厦曼哈顿-2栋楼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省安阳广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金额 1954.53万元
2021/11/16
-22/02/09

合格

243 河南运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西平县龙泉大道（护城河路-解放
路）亮化工程

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586.145498万元

2021/10/12
-21/11/11

合格

244 河南运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平顶山市育英路道路亮化工程 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590.964793万元

2022/01/09
-22/02/26

合格



245 河南运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西平县雪松路南段景观提升工程 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563.349706万元

2021/10/12
-21/11/06

合格

246 河南运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平顶山祥云公园景观照明设施养护
工程

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年养护的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不少于
0.5万kW0.57万kw

2021/11/22
-21/12/23

合格

247 河南载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吉祥大酒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原阳县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815.9万元
2021/12/01
-22/01/09

合格

248 河南载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锦华小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罗山县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838.2114万元
2022/01/28
-22/03/08

合格

249 河南载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通天电子厂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流
水线安装工程

洛阳市通天电子厂 单项合同额2116.578万元
2021/11/29
-22/03/08

合格

250 河南载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新乡市电子设备厂电子元器件生产
车间流水线安装工程

新乡市电子设备厂 单项合同额2302.48万元
2021/11/26
-22/03/05

合格

251 河南振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一级

武汉市花城大道道路工程三标段门
式起重机安装拆卸工程

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累计安装拆卸100吨以上的门式起重机
8台次8台次

2022/03/24
-22/03/30

合格

252 河南志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孟电四季花城项目三期智能化工程
河南孟电集团恒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合同额12041477.58元
2021/08/30
-21/10/04

合格

253 河南志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濮阳市滨湖湾33#商务办公楼智能
化工程

濮阳市恒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合同额11351436.82元
2021/11/11
-21/12/16

合格

254 河南志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平顶山九龙广场五期18号楼智能化
工程

平顶山市中远尧基置业有限公
司

合同额12612508.36元
2022/01/17
-22/02/26

合格

255 河南中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亚星·星河郡东苑3、4、5#楼建筑
防水工程

河南亚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金额200万元以上
2022/01/27
-22/03/18

合格

256
河南中力弘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创新怡心苑建筑防水工程 信阳创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66.660591万元

2020/07/17
-20/08/16

合格

257
河南中力弘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招商物流园C区防水工程 郑州招商物流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84.11251万元万元

2020/11/26
-20/12/25

合格

258
河南中力弘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永田智谷创新创业综合体二期项目
防水工程

郑州永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88.673574万元万元

2021/04/28
-21/05/27

合格

259 河南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置地清苑建筑防水工程
驻马店市汇川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212.65万元
2021/09/25
-21/12/23

合格

260 河南紫光捷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凯悦花园1#楼智能化工程 驻马店市恒德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83.51万元

2021/02/27
-21/04/07

合格

261 河南紫光捷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城邦·百合春天11#、12#楼住宅项
目智能化工程

驻马店市城邦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23.12万元

2021/05/11
-21/07/09

合格

262 河南紫光捷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开祥·上清湖1号项目建筑智能化
工程

鹿邑开祥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52.59万元

2021/08/15
-21/10/17

合格

263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洛阳龙凤山古镇伊雲客栈仿古建筑
工程

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35.18平方米335.18平
方米

2021/03/26
-21/05/15

合格

264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滑县欧阳书院仿古建筑工程
河南省五星古镇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50.21平方米350.21平
方米

2021/08/23
-21/10/22

合格

265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漯河市东山北路道路照明工程 漯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32.94万元的带160kVA的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532.94万
元

2020/12/21
-21/03/26

合格

266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孟州快活林文旅小镇道路照明工程
孟州豫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536.78万元的带160kVA的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536.78万
元

2021/03/31
-21/06/29

合格

267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镇平县产业集聚区工业路道路照明
工程

镇平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单项合同额547.69万元的带200kVA的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547.69万
元

2021/05/24
-21/08/27

合格

268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南召县五朵山景观照明养护工程
南阳市五朵山旅游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年养护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0.6万
KW0.6万KW

2020/10/27
-21/10/26

合格

269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华泰·天地和建筑智能化工程 漯河华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20.567089万元万元

2022/01/24
-22/03/04

合格

270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三里城邦建筑智能化工程 新乡市春江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93.473548万元万元

2022/01/25
-22/03/07

合格

271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水韵华庭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登川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94.236419万元万元

2022/01/26
-22/03/07

合格

272 精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欣悦大酒店机电安装工程
孟津县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753.224万元
2021/04/08
-21/09/04

合格

273 精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春福苑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鹤壁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40.5万元
2021/07/01
-21/10/28

合格

274 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邹城市学府壹号院小区建筑智能化
工程

山东腾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32.35万的建筑智能化工
程1项

2021/12/09
-22/01/07

合格

275 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泰安市宝盛广场商业楼建筑智能化
工程

山东泰山宝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376.62万的建筑智能化工
程1项

2021/12/16
-22/01/29

合格

276 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济宁市鸿顺御龙湾小区建筑智能化
工程

山东盛隆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65万的建筑智能化工程1
项

2022/02/10
-22/03/11

合格

277 美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美巢阳光城3号院项目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

河南瀚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4万元
2021/12/28
-22/02/17

合格

278 美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建业城项目二标段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瀚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87万元
2021/10/20
-21/12/07

合格

279 豫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辰宇世纪城2期屋面防水工程 陕西辰宇实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30万元

2021/03/25
-21/05/03

合格



280 允能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开封来旺达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开封来旺达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11.3692万元
2022/02/16
-22/03/23

合格

281 允能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开封锦上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河南锦上酒店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92.5382万元
2022/01/28
-22/03/21

合格

282 郑州基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河南信阳固始固始东（侨乡）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土建施工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
公司

开挖深度10.55米
2021/07/05
-22/02/25

合格

283 郑州基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郑州市区祥阳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土建施工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
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500KN
2021/03/29
-21/11/30

合格

284
郑州市鸿泰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一级

天纵时代城1#，2#，3#，5#，6#，
7#，8#，9#，2500千牛?米塔式起
重机8台次安装拆卸工程

河南天纵文韵置业有限公司 2500千牛·米8台次千牛·米
2021/11/10
-22/03/23

合格

285 郑州祥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中拓大厦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南阳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62.87万元万元

2021/09/01
-21/11/01

合格

286 郑州祥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驻马店星际国际大酒店中央空调采
购及安装工程

驻马店市星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72.05万元万元

2021/11/29
-22/02/11

合格

287 郑州谐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新建5#厂房、6#检测车间及办公楼
空调安装项目

河南北方龙源电力发展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891.52万元
2021/12/27
-22/02/16

合格

288 郑州谐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医药生产洁净区、生产区空调及净
化系统安装工程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921.47万元
2021/12/30
-22/02/18

合格

289 郑州雅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亚辉时代大厦A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

焦作市杭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302874.45元

2022/02/14
-22/03/22

合格

290 郑州雅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亚辉时代大厦B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

焦作市杭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189701.82元

2022/02/17
-22/03/23

合格

291
郑州誉诺空气净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百家宴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雅宝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96.9945万元
2021/12/28
-22/03/18

合格

292
郑州誉诺空气净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天一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盛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52.31万元
2022/01/25
-22/03/21

合格

293 智恒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高盛·星河湾社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信阳高盛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1209.67万元
2021/06/15
-21/08/15

合格

294 智恒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蓝城春风咏易一期建筑智能化工程 安阳蓝恒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1332.28万元
2021/09/22
-21/11/20

合格

295 智恒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三达花园酒店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三达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1216.56万元
2021/12/25
-22/03/05

合格

296 中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商丘维景国际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商丘市维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两项

2022/02/10
-22/03/11

合格

297 中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许昌鸿宝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许昌鸿宝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两项

2022/01/26
-22/02/24

合格

298
中域智澜市政工程河南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许昌市益和雅居建筑防水工程 许昌益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项

2022/01/21
-22/03/07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