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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7 年度郑州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 
审核结果 

一、拟选 AAA级企业名单（共 197家）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高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送变电工程公司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裕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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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河南科兴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郑州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赟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昊鼎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正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华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水务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有限公司  

恒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隆基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锦源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世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居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泉舜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水投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绿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原铁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领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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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黄河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连通路桥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黄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水电第十一工程局（郑州）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铝长城建设有限公司  

华润燃气郑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实业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七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通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裕华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昱翔房屋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昌煜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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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新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隆建筑安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永平建设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亚晨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大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万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水木清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裕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腾升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康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豪雅装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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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惠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汉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华赋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瑞孚净化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景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建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嘉合智能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凌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协力建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恒瑞消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北方合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天一消防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智信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永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未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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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迪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科源耐磨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翔云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金固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固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科宇智能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江宇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创恒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泓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福元鼎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天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沃德空调有限公司  

河南金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竹林松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新世纪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津大幕墙有限公司  

河南业豪幕墙有限公司  

河南金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艺术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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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豫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金地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图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清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康宁特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森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创新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市政维护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天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万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振华工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东方钢结构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华丰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安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大力加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汇源电气有限公司  

郑州祥和集团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大道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昶维路桥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海宏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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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裕达古建园林有限公司  

河南省今古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郑州）中安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基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天云铁路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祥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大成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二、拟选 AA级企业名单（共 1012家） 

郑州航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德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威丽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中石化河南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圣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路桥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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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河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莱泰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九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荣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坤鑫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元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路工程公司  

郑州市东城建筑工程配套有限公司  

郑州郑发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一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德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利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铭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林峰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弘益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宝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青联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工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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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阳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盛鼎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盛达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第一火电建设公司  

河南德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裕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强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兴隆市政设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路通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国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正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意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裕实国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郑市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日海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安阳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华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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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四季春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兴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对外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百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瑞林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林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同济路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业通信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荥阳市中州建筑公司  

河南省牟发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茨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宏盛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矩阵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新蒲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盟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劲牛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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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屹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自来水工程公司  

中城建第十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新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鑫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投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扶轮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三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亚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兴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建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征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豫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林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建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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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大华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登封市中天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安居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鼎稳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东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方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路嘉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盛嘉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砼鑫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乾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荣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全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隆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邦鹏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商都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泰吉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致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太平洋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时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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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亿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宇华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现代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万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鼎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登封市公路工程处  

国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大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黄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黄埔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华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鸿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聚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夏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鸿大工程有限公司  

华北路桥（河南）有限公司  

新郑市康远建筑有限公司  

浙江东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长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电力机械厂  

郑州建信耐火材料成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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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金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飞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宏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映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亚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通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现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市政设施维修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泓鑫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重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宇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豫博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兴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修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鑫路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天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众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中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市源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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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铁路局郑州桥工段工程公司  

郑州天基电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拓野筑路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方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建筑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第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特通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名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郑州齐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建设有限公司  

中意达建设有限公司  

众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鑫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远大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新鑫建筑装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耀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义信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艺冠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昇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迈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中峰重工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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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智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郑建矿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正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于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豫河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裕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祯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宏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国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杰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牟源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绿元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郑州磊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第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鼎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川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畅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新郑市公路工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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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珠市政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叠加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筑邦建设有限公司  

龙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九六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连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联合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力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旌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金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鸿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河南宏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盛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华植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 

河南嘉天下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城建市政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承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昶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东方天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登封市嘉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登封市第三建筑公司  

河南安靠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安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安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鼎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德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二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都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福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福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能电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高新时代热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高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汉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昊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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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浩龙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东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昱德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人防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荣茂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力基天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嵩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延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舜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众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众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纵横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石油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田川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泉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天然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同盛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唯天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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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旺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尚润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碧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达园林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长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第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华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昌石化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鸿日晟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建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隆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陆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明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煤炭建设集团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明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泉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清山园林古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旗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企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前进永安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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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瑞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润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铭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鹏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龙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龙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龙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佳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环亚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河筑路有限公司  

河南省传强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神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装集团化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万立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天行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世新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嵩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四通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腾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牟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昇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双扶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海绵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森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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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沿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浩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汉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汉盛国际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高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工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福拓太科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盛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富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飞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方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宝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利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琛源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博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长安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诚德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诚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成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创洁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春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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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德祥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佳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之源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恒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晋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锦秀源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康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昆仑房屋营造有限公司  

河南昆仑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路桥华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紫东荣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零点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竹石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诚智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宝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荥阳市市政公司  

荥阳市树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荥阳市天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昶隆给排水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大地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东方炉衬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力通水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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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联丰窑炉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龙祥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建翼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京华耐火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科源窑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华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海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昊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云疆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源达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源野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豫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裕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宇冠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电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建环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亿万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旭伸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徐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兴华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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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希望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新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安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启元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盛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市正兴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市予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路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平原建筑工程公司  

中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中圣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城建华北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进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正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文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向心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永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华丰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元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康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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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力神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核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水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河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汇城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平原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华水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北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锦源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科正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方圆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祥隆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州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城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远征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远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信一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丰泽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江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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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长远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岩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绿建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杨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德原电力有限公司  

郑州墨缘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豫飞科技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仕雷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泛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亮宇照明有限公司  

河南弘鑫照明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瑞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江尚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隆鑫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启辰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亮化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三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众和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英豪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艺嘉声光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旭源光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乐金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郑州海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智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30 

河南安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长城消防监控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飞扬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龙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亨安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恒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纳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汇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开元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擎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三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海通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联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淼鑫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源消防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中消防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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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汪洋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机电消防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新天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银象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银苑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豫川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豫安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豫消建筑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诚消防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安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费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兴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净瓶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中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铁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泰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晟之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势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无限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龙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民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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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科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蓝堡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天装饰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佳鑫消防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源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大方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广汇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华中路桥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久安结构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长建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金梁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力盾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固本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科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速公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力特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好帮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达邦建筑加固改造有限公司  

河南交科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既有建筑加固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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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鸿川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建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郑州）缆索有限公司  

郑州国源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启晗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郑市翱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坤电力有限公司  

郑州市泰安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冠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河源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海鹏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通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发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源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瑞祥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电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博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润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绿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金铭源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京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宇锋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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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易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冠豫门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聚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驰诚建筑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坤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靖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达节能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盛祥昌幕墙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郑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乾顺工程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中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友邦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裕成消防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科莱冷暖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龙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铝城劳务公司  

郑州红宇冷藏保鲜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谷粮食机械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华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博豪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市宏盛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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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维热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裕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新宇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万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旭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日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千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龙昌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牧野未央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埃必士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华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汇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汇龙电力有限公司  

河南嘉木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波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成晟实业有限公司  

滨杭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艾莫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仡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宏宇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宏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久大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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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隆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易中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鑫茂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苏阳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通达氧应用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安特铝镁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惠银空调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博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一冷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亿鑫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信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一泓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哲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华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江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凯瑞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万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同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森蓝环保净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宏利环化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市龙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清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德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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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冠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寰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慧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天昱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知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清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豫建风景园林建设公司  

河南天龙古建园林有限公司  

河南宏昌古建园林有限公司  

河南省公路附属设施有限公司  

河南豫龙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彩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郑安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腾盛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通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河南泰合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鼎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郑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沃德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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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通轻钢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鼎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瑞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普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国安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豫中轻金属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美龙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森怡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首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明建筑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都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鸿岩特种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建科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晋安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纳尔特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三合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祥裕泡沫制品有限公司  

郑州弓祥防水有限公司  

河南新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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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鑫聚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蓝翎环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皇辰建材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国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邦德建筑节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灿鑫实业有限公司  

迪美化工（河南）有限公司  

河南青莲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赛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泽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松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水中晴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时代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天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美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三众科贸有限公司  

和光海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博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安辰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东恒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集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宏鑫源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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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警盾安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华普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益通工程有限公司  

欧亚高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中电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三信机房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雷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万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浩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蓝海信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英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臻思维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捷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河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诺达智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领航信息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顺博建筑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晟智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脱颖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众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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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正形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发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至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远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元丰珠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辉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星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思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一创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怡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怡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易史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易斯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时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家园建材家居有限公司  

河南祥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翔顺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欣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信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美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联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凯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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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红泰合众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嘉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今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晨外墙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易装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东之明装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工业大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宝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卓恒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闻天地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美时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予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亚达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现代博览装饰艺术有限公司  

郑州祥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泰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天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外埠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市森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申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泓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精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圣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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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创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郑州市大西洋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荣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坐标（河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伟业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钻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锦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今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博大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君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开元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励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沥太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蓝色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乐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展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华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佳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嘉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汇利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基诚达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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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洪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鸿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昂立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博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博宇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诚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大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成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诚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北通装饰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超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风和日丽装饰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田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国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瀚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瀚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和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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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爱尚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尚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河南上善若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尚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森田建筑保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东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创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茂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瑞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鑫鸿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普润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启一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青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铭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铭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墨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明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南方日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南洋恒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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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龙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鲁班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绿岛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河南省雄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先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雅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蕴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隆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岁龙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盛世名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盛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晟鑫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田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泰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田野展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未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未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文瀚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文汇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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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世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腾龙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衢广告艺术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电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隆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龙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志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润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华玻璃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龙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新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飞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浩伟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浩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丰源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佛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孚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朝晖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晨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大美源景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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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程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保然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安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环艺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力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骏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久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来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九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景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富丽华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亨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双河建筑有限公司  

郑州阳光视线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宇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誉诺空气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卓润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星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锦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博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大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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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极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海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阳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锦秀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德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艺品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雅格帝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鑫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鹰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运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悦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振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兴隆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旭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好帮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赫搏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郑州建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鼎成建筑滑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安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新郑市方远劳务承包有限公司  

郑州鑫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永安附着式脚手架有限公司  

郑州新动力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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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信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中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泰强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泰安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金瓦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建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建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康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聚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华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宏方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道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福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广付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河南润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荣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登北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泰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腾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腾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顺天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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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万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天工建设劳务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盛景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宜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升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风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传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安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寰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捷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金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振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众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川宇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郑州浩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合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郑州俊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浦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中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三、拟选 A级企业名单（共 953家） 

 

河南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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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九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通宝路桥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大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河南建设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三合鑫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豫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豫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宝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蒲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康屹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鼎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万胜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金宸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亚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华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蒲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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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国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腾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宇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郑州华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春林伍合道路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泰来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平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鹏鸿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新兆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晟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铁铁路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纪元防腐绝热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科达东大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东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中环市政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蓝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亚太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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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密正泰耐材有限公司  

河南恒泰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源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日海恒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达亨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元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绿洲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昊祥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黄河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蓝海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黄河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矿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皓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隆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锦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东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吉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同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铭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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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摩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尚隆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屹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连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林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仟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顺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泰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城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大矿业有限公司  

河南豫润建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通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一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燕山湖水利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鸿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通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汇鼎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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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汉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君皓电力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豫飞路桥有限公司  

郑州新联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水业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亚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立达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亚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宸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翔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碧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清华园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志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佳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逸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益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郑龙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盘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太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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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诚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黑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众晶崟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北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智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腾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冠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水利勘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市政工程公司  

郑州市中原城乡建筑安装公司  

郑州市黄河建筑有限公司  

郑州国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新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丰汇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晟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诚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道路业有限公司  

河南裕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鼎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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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象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金地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汇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元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顺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博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盛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蒲建设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立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江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展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共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博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万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开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盛之和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砥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长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合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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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泰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投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宣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铭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鸿富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富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顺昌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才思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德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信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中通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永泽水务有限公司  

郑州大信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清泉泵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琳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锦业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兴隆建筑工程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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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鸿宸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嵘昌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登封市恒泰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颍泰建筑有限公司  

郑州迅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德鼎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升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证祥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汇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凯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四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源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银河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荥阳市建筑安装公司  

郑州华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龙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义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文水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承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创盛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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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金康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润新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博然窑业有限公司  

郑州振东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俱时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荥阳兴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太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融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市耐都窑炉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泰集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郑市城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星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鲲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市恒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登封市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金池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鸿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嵩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宏顺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新郑市中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宏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2 

郑州金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东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检修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腾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爱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科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山河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第四工程分公司  

河南凯拓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启晗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众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路友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鼎昌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福之源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祥鑫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顺成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信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之豪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泰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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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方大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筑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月洋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豫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净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恒基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昊隆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静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港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盛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耀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中联建工有限公司  

河南蒲源防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中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基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和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金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中电投华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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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基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八方电讯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洲园林有限公司  

河南隆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兴城建基础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金龙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立天防腐绝热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隆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瑞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兴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胜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宝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滨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志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元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昶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瑞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电窑业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元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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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冠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盛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圣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新东方窑炉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海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黄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牟山黄河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黄河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海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盛宇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亨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新地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远大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诚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盛世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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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华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亚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崛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今日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纳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裕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美祥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立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欧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佳美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德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胜蓝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帅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都市营造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鼎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宝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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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胜泰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千福来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中原铁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万发天地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省集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新银德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卓益装饰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新大中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瑞和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宇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宏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实强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聚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鼎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德嘉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悦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紫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桥装饰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美亿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远识装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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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今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扬装潢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温馨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海龙盛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海帆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起立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九鼎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市浙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振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盛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圣龙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美之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安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平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清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合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龙德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晟隆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矗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寓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元一品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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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展新建筑工程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旭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虎皇锦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进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鸿昆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省邵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沪上名家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郑州锦阳电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九建筑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拓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远景建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兆鑫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沥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橄榄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全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之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博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宇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联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比欧特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河南省慧谷秀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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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冠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腾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星开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安义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河南志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丽景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正一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升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昭润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凯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府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多闻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科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凯华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匠伟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鼎之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利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丰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好好装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豫星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康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视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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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星星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星投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通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乾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环境艺术科学研究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郑州信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名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士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和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洛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德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锐之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化工部郑州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公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宏睿建筑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仕德贝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尚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郑州金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明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御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佛得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轩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品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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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景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开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晟鼎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智诚天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印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诚智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海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海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森格城市环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科瑞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郑州海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江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来福祥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卓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经纬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万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安艺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楷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斧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泓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拓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美名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丰垠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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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伟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成林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美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富思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名轩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红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冠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好木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元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意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伟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筑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和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郑州市地平线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辉煌南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木成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聚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亚龙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新代嘉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同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弘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吉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欧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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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伟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政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穆氏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盛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深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深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豫宏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科福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启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易力天装饰有限公司  

郑州千思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嘉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瑞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清华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康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腾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嘉宝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久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江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荣邦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禾下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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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泓盛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万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新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丰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若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灵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九合元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千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金卓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源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昊源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佰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千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辉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粤西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兆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超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世纪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六合平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太阳火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中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佳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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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丰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柏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越机电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龙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英华消防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裕恒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森美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克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宏展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广裕楼宇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广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邦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甲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晟裕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协力消防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联通电子有限公司  

郑州海基泰消防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乾正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羽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光普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悦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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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鸿兴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海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黄金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北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鸿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宇海消防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聚辰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之龙消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光大百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明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顺捷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恒生装饰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和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柳城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维消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浩霖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福淼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华捷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永全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嘉华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蓝马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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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利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荣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铁大桥金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英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琛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新大方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银丰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吉恒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建科移楼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久固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龙之源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广盛移楼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建达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交通工程加固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新创桥梁建筑加固有限公司  

郑州博士特结构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博恒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宝翔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东亮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众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力源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兴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富翔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祥和集团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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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星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荣信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创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凯盛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安泰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达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建平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金魁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市德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建业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河南俊凇旋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宇振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河南瑞腾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永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六九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郑州市群安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万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顺意滑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鹏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晨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山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秦川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广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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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金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亚飞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联华模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德诚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恒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建瓴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伟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金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润海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河南天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厚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博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万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宜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江东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郑州伟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州隆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安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博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尚阳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河南省林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兴峰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郑州龙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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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一建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博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强力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森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和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郑州天恒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河南荣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金瑞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三人行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彩虹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上上和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元瑞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鑫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金中原幕墙有限公司  

郑州森特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京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亚太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昊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宝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筑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创基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兴达门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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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卓龙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宽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汉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圣凯润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郑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汇龙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吉锐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智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新锦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上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杰众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亚美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天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铁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邦照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文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红革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冠林电子有限公司  

郑州亨达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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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之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惠浦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千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中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联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纺织化纤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北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兆盛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宝莲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阳光空调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源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华天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信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科创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中鼎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新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昊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恒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未来空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旭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米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太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旭泰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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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雷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亮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昌帆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春光冷暖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电化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省地热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立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鸿兴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登封市管道锅炉安装有限公司  

郑州磊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一代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众英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安翼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亿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奥德曼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郑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越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大环境科技咨询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本博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泰华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安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雅环保设备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省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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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君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海力特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绿宝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佳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华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龙源古建园林技术开发公司  

河南朱氏古建园林彩绘有限公司  

河南继发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兴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汉威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长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速公路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大发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汇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润兴钢构有限公司  

河南诚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伟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胜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伟业钢构彩钢板有限公司  

河南省富塬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特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同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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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长建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泰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祥钢构有限公司  

郑州致信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光大钢结构钢板有限公司  

河南省远大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大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振洲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兴盛钢结构彩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恒钢结构网架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胜泽建筑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宇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奥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锦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百通伟业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万和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汇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康瑞装饰有限公司  

河南中能电力防腐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万工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宏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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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博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广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雨生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麻氏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顺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天诚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中飞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靖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安信达防水保温有限公司  

河南炜煜建筑节能有限公司  

河南格瑞特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四方防腐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瑞防水防腐有限公司  

郑州市宇丰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叶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豫龙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君盟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泽诚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强森涂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七美涂料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德泰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洪雨防水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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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强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永昌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中天建筑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隆邦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政昊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皓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旭日建筑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众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润弘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煜豪消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嘉工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兴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泰防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江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凯龙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洲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一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融鼎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龙禧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仟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银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博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瑞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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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豫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风范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鑫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联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宝裕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蓝晶合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东大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日电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精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汇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融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众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嘉禾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天阔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创恒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德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龙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亿阳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学府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长城机房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域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恒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迪普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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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泰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合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江宏电子有限公司  

河南省电子规划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安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洋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地矿集团中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群立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伟洲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华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鑫恒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泰山岩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力天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竣祥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龙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众岩基础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博正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大桩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有色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郑州威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紫光捷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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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部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新中飞照明电子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裕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金宝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汉风照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美奥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禧明灯光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河南新思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翔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东圣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星际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三原色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路灯照明灯饰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光华灯具有限公司  

郑州亚志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