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郑州市2022年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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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西奧中心B座幕墙工程 中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24平方米

2022/04/22
-22/06/10

合格

2 德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西奧中心C座幕墙工程 中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091平方米

2022/07/01
-22/08/19

合格

3 德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恒兴大厦B座幕墙工程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59平方米

2021/11/05
-21/12/24

合格

4 德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财智公馆A栋幕墙工程 江苏金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98平方米

2022/04/21
-22/06/09

合格

5 德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财智公馆B栋幕墙工程 江苏金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86平方米

2022/06/30
-22/08/17

合格

6 德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恒兴大厦A座幕墙工程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159平方米

2021/08/19
-21/10/08

合格

7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未来家园
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

周口港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建筑机电安
装结算价3563.67万元

2018/09/10
-20/09/15

合格

8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星联安郡北苑1#底商住宅楼，2#楼
、7#楼，8#、9#底商住宅楼，10#
至13#楼，14#底商住宅楼，15#、
16#楼，开闭所，西大门，南大
门，地下车库项目

郑州星联绿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建筑机电安装结
算价1630.12万元

2017/10/30
-19/09/30

合格

9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未来家园
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

周口港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单体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商业物
业用房6226.82平方米

2018/09/10
-20/09/15

合格

10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永威泰和璟苑项目施工（8号楼） 河南荣威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幕墙面积6000㎡以上8号楼幕墙面
7463.98㎡平方米

2018/09/20
-22/06/10

合格

11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伟业椰海尚城商业广场1#楼、2#楼
项目总承包

伟业控股海南地产有限公司
单体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1号楼幕
墙面21221.18㎡平方米

2017/06/28
-19/02/18

合格

12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周口天明名仕公馆住宅小区二期
周口天明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单体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18号楼
单体幕墙8302.33平方米

2017/03/01
-20/02/29

合格

13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NO.2012G45地块项目B区（含D区）
地上部分

南京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B4#楼幕
墙7091.73㎡平方米

2018/05/24
-21/11/23

合格

14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众信新安府A6、A8号楼工程众信新
安府A6、A8号楼工程

安徽众信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A8号楼
单体幕墙面积6976.01平方米

2017/10/30
-19/10/30

合格

15 河南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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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顶华府1#楼装饰装修工程 河南坤午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19.774351万元

2021/04/14
-21/06/18

合格

16 河南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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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榭兰亭3#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洛阳鑫瓯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81.593274万元

2021/08/30
-21/10/29

合格

17 河南柏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双创孵化
基地1#楼装修项目

漯河市政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89.551627万元

2022/04/07
-22/05/23

合格

18 河南柏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双创孵化
基地2#楼装修项目

漯河市政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01.337254万元

2022/04/08
-22/05/25

合格

19 河南邦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途客中国轻居酒店(济源职业技术
学院御驾街店)装修装饰工程

逸柏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24.18万元
2022/05/20
-22/08/18

合格

20 河南邦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鹤壁高铁站希尔顿欢朋酒店装饰装
修工程

希尔顿酒店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52.14万元
2022/04/22
-22/07/01

合格

21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漯河市衡山路照明工程 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204824.95元
2021/05/28
-21/08/30

合格

22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漯河市临颍县2021年道路照明设施
养护工程

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年养护的功能照明设施不少于5万盏
51168盏

2021/04/30
-21/09/26

合格

23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平顶山市菊香路照明工程 平顶山市城发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673891.73元
2021/03/18
-21/06/15

合格

24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平顶山市开发路照明工程 平顶山市城发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304736.41元
2021/04/30
-21/08/07

合格

25 河南博知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世纪华阳住宅小区7#楼消防工程
叶县昆北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24万平方米

2022/06/16
-22/07/19

合格

26 河南博知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鲁明大厦A座消防设施工程 南阳市恒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36万平方米

2022/06/13
-22/07/13

合格

27 河南超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淮安大厦装修装饰工程 江苏美耀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1815.2103万元
2022/06/22
-22/08/15

合格

28 河南超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丰庆大厦装修装饰工程 四川龙旺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5.6325万元
2022/06/23
-22/08/16

合格

29 河南宸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润华公馆A-1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069897.36元

2022/07/07
-22/08/17

合格

30 河南宸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润华公馆A-3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101156.8元

2022/07/08
-22/08/19

合格

31 河南成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鸿云大酒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菏泽绿景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77.5万元
2022/05/27
-22/07/25

合格

32 河南成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江岸大酒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德州嘉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56.7万元
2022/06/20
-22/08/18

合格

33 河南丞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光州贰号院住宅楼防水工程 河南品高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45.779138万元

2022/04/26
-22/06/15

合格

34 河南晟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华美立家·东信家居广场A座消防
工程

澧县新鹏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7321.8平方米

2022/02/14
-22/04/20

合格

35 河南晟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华美立家·东信家居广场B座消防
工程

澧县新鹏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3506.3平方米

2022/05/13
-22/07/10

合格

36 河南楚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周口万汇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周口万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84.2万元
2022/07/08
-22/08/21

合格

37 河南楚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蓝鹊君程连锁酒店（彰德路火车站
店）装饰装修项目

安阳市北关区蓝鹊君程酒店 单项合同额1573.132414万元
2022/07/12
-22/08/22

合格

38 河南传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亳州市庆丰余堂中药饮片有限责任
公司办公楼装饰装修工程

亳州市庆丰余堂中药饮片有限
责任公司

合同额17386061.54元
2022/04/23
-22/07/17

合格

39 河南传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新乡万和城二期公共部分精装修工
程

河南省苏商实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15322052.00元
2022/04/19
-22/07/08

合格

40
河南创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联港湾7#楼幕墙工程 汝州市中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
幕墙工程6146平方米

2022/05/09
-22/06/18

合格

41
河南创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联港湾8#楼幕墙工程 汝州市中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
幕墙工程6300平方米

2022/03/09
-22/04/18

合格

42
河南创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联港湾9#楼幕墙工程 汝州市中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
墙工程6240平方米

2022/01/11
-22/02/20

合格

43
河南创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润泽御景小区5#楼幕墙工程 项城市润泽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
墙工程6059平方米

2022/03/28
-22/05/12

合格

44
河南创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润泽御景小区3#楼幕墙工程 项城市润泽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
墙工程6200平方米

2022/01/21
-22/03/07

合格



45
河南创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润泽御景小区2#楼幕墙工程 项城市润泽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
幕墙工程6213平方米

2021/11/11
-21/12/26

合格

46 河南春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镇平县万德隆购物广场项目1#、2#
、5#、6#楼装修工程

镇平县盛德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6873512.42元

2021/03/25
-21/06/24

合格

47 河南春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隆元逸林酒店装修工程
山阳县隆元逸林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建筑装修装修
工程15623503.26元

2022/03/15
-22/05/15

合格

48 河南大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水韵半岛A座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水润小镇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36.692834万元

2022/06/27
-22/08/05

合格

49 河南大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水韵半岛B座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水润小镇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26.478319万元

2022/06/28
-22/08/08

合格

50 河南大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东腾·南郡建筑智能化工程
禹州市东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86.478965万元

2022/06/30
-22/08/08

合格

51
河南大通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锦上悦府建筑智能化工程 浙江绿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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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5万元

2022/04/11
-22/05/20

合格

52
河南大通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东润大厦智能化系统安装工程 浙江盈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39.98万元

2022/06/15
-22/07/25

合格

53
河南大通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绿城名都一期建筑智能化工程
广州城建开发景城房地产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86.29万元

2022/04/25
-22/06/06

合格

54
河南大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兴乐坊关帝庙古建筑修缮工程 华阴市文化和旅游局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古建筑
修缮工程1项

2021/12/01
-22/01/19

合格

55
河南大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白水城隍庙古建筑修缮工程 白水县文化和旅游局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古建筑
修缮工程1项

2022/03/10
-22/05/08

合格

56 河南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宏达梦想城1号楼室外幕墙工程
滑县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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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0.8平方米

2022/03/21
-22/05/26

合格

57 河南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一品牡丹花园5#楼幕墙工程 商丘市豫达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553.2平方米

2022/04/07
-22/06/16

合格

58 河南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博望天城8#楼幕墙工程 河南博望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280.9平方米

2021/11/24
-22/01/18

合格

59 河南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大华状元府邸幕墙工程 鹿邑县嘉德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587.3平方米

2021/09/02
-21/10/22

合格

60 河南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华龙澜园5#楼幕墙工程 新乡市华龙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620.7平方米

2021/06/08
-21/07/28

合格

61 河南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嘉美景2号楼幕墙工程
焦作市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702.8平方米

2021/03/19
-21/05/10

合格

62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嘉悦商场中央空调安装工程 信阳市万恒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68.35万元

2022/07/15
-22/08/17

合格

63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华安大厦中央空调系统安装工程 项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43.74万元

2022/07/12
-22/08/11

合格

64 河南东盛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随延大厦A栋中央空调设备采购及
安装项目

三门峡世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359815.36元

2022/03/07
-22/04/25

合格

65 河南东盛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随延大厦B栋中央空调设备采购及
安装项目

三门峡世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551859.71元

2022/03/14
-22/05/05

合格

66 河南敦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鄂州市泰富广场地下车库顶板防水
工程

鄂州市安泰合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
2022/07/11
-22/08/10

合格

67 河南福特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综合楼消防
工程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2550平
方米

2022/01/14
-22/03/14

合格

68 河南福特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九里晴川地下车库消防工程
河北龙湖高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6034.92
平方米

2022/04/12
-22/06/05

合格

69 河南富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石门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A座
消防工程

石门县红兴商业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4118.2平方米

2021/09/17
-21/12/16

合格

70 河南富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石门红星美凯龙家居生活广场B座
消防工程

石门县红兴商业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2973.7平方米

2022/02/25
-22/05/11

合格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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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一级

格雅酒店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天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67.535744万元
2022/06/17
-22/07/16

合格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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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一级

木西酒店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江西博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79.535487万元
2022/06/22
-22/08/20

合格

73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鼎盛大厦幕墙工程 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7341.5平方米
2021/10/15
-21/12/13

合格

74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诺丁商厦幕墙工程 山西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7614平方米
2022/01/07
-22/03/07

合格

75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智尚大厦幕墙工程 芜湖金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7168平方米
2021/11/10
-22/01/08

合格

76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嘉和大厦幕墙工程 贵州森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984平方米
2022/02/24
-22/04/24

合格

77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翔商业购物中心A座幕墙工程 广西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7738.6平方米
2022/05/18
-22/07/16

合格

78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星程国际酒店幕墙工程 西宁金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829平方米
2022/04/13
-22/06/11

合格

79
河南工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龙溪苑一期项目3#楼消防设施工程
山西鼎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41296平方米
2022/03/08
-22/04/27

合格

80
河南工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临汾未来中心城一期项目7#楼消防
设施工程

山西万顺置业有限公司 消防设施工程41032平方米
2022/05/26
-22/07/10

合格

81 河南工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金科·时代中心1#-4#楼建筑防水
工程

云南金科鑫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19.87278万元

2022/05/24
-22/07/22

合格

82 河南冠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河南安装大厦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217.4196万元
2022/06/04
-22/07/25

合格

83 河南瀚世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衡阳航通大厦消防工程 衡阳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8563.27平方米
2021/09/18
-21/11/27

合格

84 河南瀚世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升恒广场2#商业楼消防设施安装工
程

常德恒泽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3267.83平方米
2022/02/28
-22/05/14

合格

85 河南瀚世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济宁明悦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山东明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30.74万元
2022/07/20
-22/08/21

合格

86 河南瀚世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安顺然度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贵州然度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65.58万元
2022/05/31
-22/07/02

合格

87 河南浩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清华忆江南十五区二号院智能化工
程

河南中绘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882400元

2022/06/02
-22/07/02

合格

88 河南浩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扶沟县中汇国际城二标段建筑智能
化工程

扶沟县中汇华天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456800元

2022/06/05
-22/07/16

合格

89 河南浩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鹤壁天海环球电器有限公司行政楼
智能化工程

鹤壁天海环球电器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257956元

2022/07/13
-22/08/08

合格

90 河南浩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时代天下城二期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省隆发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59.3546万元
2021/09/04
-21/11/04

合格

91 河南浩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新世界大厦中央空调设备采购及安
装工程

驻马店市联合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824.2912万元
2021/09/22
-21/11/13

合格

92
河南弘昶天丰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辰悦公寓住宅楼建筑防水工程 山东申迪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57.18万元

2022/04/11
-22/05/26

合格



93 河南红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华耀首府9#、10#、11#、12#、13#
楼装饰装修工程

周口华腾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18万元
2022/06/13
-22/07/27

合格

94 河南红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南阳诚发都市新城5#、6#、7#、8#
楼装修装饰工程

南阳市诚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708.1475万元
2022/04/06
-22/05/20

合格

95 河南宏图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永盛嘉园6#楼地基与基础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工
程27层

2022/03/10
-22/05/09

合格

96 河南宏图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上亿天悦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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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米
18.5米

2022/04/20
-22/06/19

合格

97 河南宏源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盈简大厦智能化系统安装工程 商丘瑞海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369668元

2021/09/28
-21/11/16

合格

98 河南宏源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熙韵佳苑建筑智能化工程 新乡市和畅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639532.63元

2021/11/23
-22/01/13

合格

99 河南宏源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静禾名郡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大地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031774.28元

2022/02/24
-22/04/20

合格

100 河南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基时·芳语堂建筑智能化工程 漯河基时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16.398211万元

2021/09/14
-21/12/03

合格

101 河南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半岛国际建筑智能化工程 洛阳兴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13.473548万元

2021/12/03
-22/03/08

合格

102 河南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泰和馨城建筑智能化工程 虞城县德坤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96.713682万元

2022/03/22
-22/06/10

合格

103
河南华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衡阳廷泊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衡阳廷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43.96万元
2022/06/15
-22/07/20

合格

104
河南华凯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柳州茂君商务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广西茂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26.83万元
2022/06/17
-22/07/17

合格

105 河南华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君顶商务酒店中央空调设备采购及
安装项目

周口市君顶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9249574.89元

2022/05/09
-22/06/23

合格

106 河南华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漯河金港大酒店中央空调设备采购
及安装项目

漯河金港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9059505.48元

2022/05/06
-22/06/25

合格

107
河南华中致远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金桂园住宅小区5#楼消防工程 陕西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7362.15平方米的消防
工程1项

2022/02/16
-22/04/25

合格

108
河南华中致远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新洲华盛一期8#楼消防工程
渭南新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1052.15平方米的消防
工程1项

2021/11/18
-22/01/16

合格

109 河南汇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安徽六和同心风能设备有限公司车
间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工程

安徽六和同心风能设备有限公
司

合同额3472000元
2022/06/03
-22/07/12

合格

110 河南汇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安徽佶龙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建筑设
备管理系统工程

安徽佶龙机械有限公司 合同额11767000.00元
2022/05/31
-22/06/24

合格

111 河南汇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安徽延生药业有限公司仓库火灾报
警系统工程

安徽延生药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12958000.00元
2022/07/01
-22/07/25

合格

112
河南甲一方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辰兴·时光之城A区商业项目装修
装饰工程

昌陆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16.58万元

2022/07/07
-22/08/15

合格

113
河南甲一方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银泰花园住宅小区1#楼装修装饰工
程

河津市小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14.02万元

2022/07/18
-22/08/17

合格

114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御恬湾商业中心A座幕墙项目 河南宛控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385平方米

2022/01/18
-22/03/10

合格

115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御恬湾商业中心B座幕墙项目 河南宛控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69平方米

2022/01/21
-22/03/11

合格

116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御恬湾商业中心C座幕墙项目 河南宛控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477平方米

2022/01/24
-22/03/18

合格

117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御恬湾商业中心D座幕墙项目 河南宛控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563平方米

2022/01/27
-22/03/23

合格

118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原度购物广场A栋幕墙装饰工程 洛阳悦都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089.35平方米

2022/04/24
-22/06/10

合格

119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原度购物广场B栋幕墙装饰工程 洛阳悦都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91.45平方米

2022/04/27
-22/06/15

合格

120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沁阳市团结路道路照明工程 河南沁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有远程集
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
5142031元

2022/01/24
-22/03/11

合格

121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三门峡市北堤路第一标段（迎宾大
道辅路-上官南路）道路照明工程

三门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有远程集
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
5217857元

2022/03/31
-22/05/16

合格

122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三门峡市北堤路第二标段（上阳南
路-临陇路）道路照明工程

三门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有远程集
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
5100995元

2022/04/06
-22/05/20

合格

123 河南骄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鹤壁市淇澳翠境园照明养护工程 鹤壁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不少于0.5万
kW0.56万kW

2022/06/10
-22/07/25

合格

124 河南精拓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晖达紫誉府5号楼室内外公共区域
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凯睿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81.940834万元

2022/05/16
-22/07/05

合格

125 河南精拓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嘉安·山河筑2#楼装饰装修工程 南阳嘉安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28.452015万元

2022/05/17
-22/07/06

合格

126 河南隽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武陟豪景庄园（A栋）装饰装修项
目

焦作市华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28.583225万元
2022/05/09
-22/07/17

合格

127 河南隽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武陟豪景庄园（B栋）装饰装修项
目

焦作市华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29.377582万元
2022/05/10
-22/07/18

合格

128 河南开元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沃德酒店（济南融创文旅城店）装
修装饰工程

山东沃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2/07/06
-22/08/24

合格

129 河南开元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沃德酒店（济南CBD龙湖天街店）
装修装饰工程

山东沃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2/07/03
-22/08/26

合格

130 河南康力达筑建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南阳儒林星座A厅装修工程 南阳市儒林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2/07/01
-22/08/16

合格

131 河南康力达筑建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南阳儒林星座B厅装修工程 南阳市儒林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2/07/05
-22/08/19

合格

132 河南科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亿尚天时湾2号楼室内外公共区域
装修装饰工程

兰考县亿尚实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99.410734万元

2021/11/30
-22/02/28

合格

133 河南科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同华国际广场商务楼A座室内装饰
装修工程

邓州市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11.274955万元

2022/03/21
-22/06/09

合格

134 河南矿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庚香城云开1#、2#楼装修装饰工
程

盐城市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程1528.7万元

2022/05/16
-22/07/21

合格

135 河南矿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庚香城云开3#、5#楼装修装饰工
程

盐城市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程1531.14万元

2022/05/23
-22/08/02

合格

136 河南蓝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鑫森西城国际城A区装饰装修工程 洛阳鑫森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6497548.79元
2022/01/27
-22/03/08

合格

137 河南蓝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鑫森西城国际城C2区装饰装修工程 洛阳鑫森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7326132.82元
2022/03/22
-22/05/11

合格

138 河南蘭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盛合中央花园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盛合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31.46万元

2021/03/20
-21/06/07

合格

139 河南蘭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广诚·美林府建筑智能化工程 平顶山市睿宸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56.76万元

2021/07/25
-21/10/12

合格



140 河南蘭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鑫联龙升苑建筑智能化工程 南阳鑫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39.48万元

2022/03/05
-22/05/18

合格

141 河南朗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商丘市富商大道道路照明工程 商丘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金额535.12万元
2022/04/20
-22/06/18

合格

142 河南朗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汤阴县人和大道照明工程 汤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金额512.95万元
2022/01/18
-22/03/15

合格

143 河南朗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应天公园景观亮化及照明工程 商丘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金额529.9万元
2022/04/03
-22/05/22

合格

144 河南朗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宝丰县东湖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宝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金额523.4万元
2022/02/20
-22/04/10

合格

145 河南朗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内乡县伏牛山地质公园广场照明工
程

内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金额526.34万元
2022/01/15
-22/03/10

合格

146 河南朗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阳城县析城大道道路照明工程 阳城县城市管理处 金额523.4万元
2022/04/25
-22/06/15

合格

147
河南雷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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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明城二期7#楼、8#楼、9#楼、
10#楼塔式起重机安装

河南怡和置业有限公司
累计安装拆卸1600千牛·米以上的塔
式起重机2500千牛·米

2022/07/14
-22/08/15

合格

148
河南雷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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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象新天三期15#楼、16#楼、17#
楼、18#楼塔式起重机安装

商丘绿城置业有限公司
累计安装拆卸1600千牛·米以上的塔
式起重机1600千牛·米

2022/07/12
-22/08/16

合格

149 河南丽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洛阳市枫华大厦建筑防水工程 洛阳亿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项

2022/08/12
-22/08/27

合格

150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度美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湖北镇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42.357545万元
2022/06/22
-22/08/20

合格

151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盛延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海宁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9.634762万元
2022/06/20
-22/08/18

合格

152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罗定市工业一路（泷洲南路至人民
南路路段）道路照明工程（300KVA
箱式变配电）

罗定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057.896492万元
2022/03/16
-22/05/04

合格

153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人民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涟源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057.424779万元
2022/07/21
-22/08/24

合格

154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淮安市深圳路（翔宇大道至南京路
路段）道路照明工程（300KVA箱式
变配电）

淮安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074.563234万元
2022/06/08
-22/07/27

合格

155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慈溪市北三环西路（西外环路至浒
崇公路路段）道路照明工程
（400KVA箱式变配电）

慈溪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074.568762万元
2022/05/07
-22/06/15

合格

156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水景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霸州市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047.587447万元
2022/05/18
-22/06/26

合格

157 河南隆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南山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烟台市城市管理局 单行合同额1084.756458万元
2022/07/13
-22/08/21

合格

158 河南绿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吉安华宏星奔驰4S店装饰装修改造
工程

吉安华宏星汽车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77.898515万元

2022/05/26
-22/07/08

合格

159 河南绿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西安利星行奔驰4S店装修装饰工程 西安利星行汽车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35.120467万元

2022/05/27
-22/07/11

合格

160 河南名轩装饰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巨源国际花园12#楼地基基础工程 河南天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工
程26层

2022/07/06
-22/08/19

合格

161 河南名轩装饰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御龙湾2#楼桩基础工程
河南锦毅市政工程建筑有限公
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3300千牛

2022/07/10
-22/08/23

合格

162 河南沐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宏茂城市花园5#、6#楼装饰装修工
程

漳州市宏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装修
工程1533.14万元

2022/05/30
-22/08/08

合格

163 河南沐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宏茂城市花园3#、4#楼装饰装修工
程

漳州市宏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装修
工程1549.22万元

2022/05/16
-22/07/28

合格

164 河南纳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李记大酒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安徽金园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06.7万元
2022/06/24
-22/08/12

合格

165 河南纳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景都大酒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江西省圣品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86万元
2022/07/13
-22/08/21

合格

166 河南宁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万象街道路照明工程（180KVA箱式
变配电）

阜阳市城市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556.799万元
2022/04/27
-22/06/05

合格

167 河南宁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状元中路道照明工程（180KVA箱式
变配电）

宣城市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533.633万元
2022/07/11
-22/08/19

合格

168 河南宁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子仪大街（新秦路-古郑路段）照
明工程（180KVA箱式变配电）

渭南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22.6715万元
2022/04/13
-22/06/01

合格

169 河南宁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沙河公园景观照明设施养护工程
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设施总功率0.75万kW
2022/06/30
-22/08/18

合格

170 河南宁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宏源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湖南秀龙地产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21.42677万元
2022/04/25
-22/06/03

合格

171 河南宁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华福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山东蓝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63.85万元
2022/07/04
-22/08/12

合格

172 河南诺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博顺·未来华城二期装修工程 河南博顺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15092029.69元
2022/07/18
-22/08/22

合格

173 河南诺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信合龙江春天B6#、C4#装饰装修工
程

信阳龙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119058.76元
2022/07/16
-22/08/24

合格

174 河南欧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漯河龙回首实业有限公司办公楼机
电安装工程

漯河龙回首实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9643712.9机电安装工程
2021/01/15
-21/03/25

合格

175 河南欧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花桥污水处理厂办公楼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

长沙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164368.23的机电安装工
程

2020/09/20
-20/12/19

合格

176 河南骐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鑫森花园二期04地块基础防水工程 洛阳鑫森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额220.67万元
2022/05/02
-22/06/11

合格

177 河南骐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鸿泽·湾景一期8号楼消防工程 济南鸿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1156.38平方米
2022/03/04
-22/04/18

合格

178 河南骐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鸿泽·湾景二期9号楼消防工程 济南鸿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0986.42平方米
2022/04/30
-22/06/19

合格

179 河南前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博泰长兴雅苑3#、5#、6#楼防水工
程

洛阳博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85086.55元

2022/07/27
-22/08/22

合格

180 河南前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博泰长兴雅苑7#、8#、9#楼防水工
程

洛阳博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74828.27元

2022/07/29
-22/08/23

合格

181 河南前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新和名城东区4#、5#楼及地下室防
水工程

焦作振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21080.1元

2022/08/09
-22/08/23

合格

182
河南乾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置地新时代嘉园A地块的建筑防水
工程

河南正华信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单项合同额226.59万元

2022/01/13
-22/03/29

合格

183 河南擎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崛起·尚合铭郡一期地下防水工程 河南天诺实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金额200万元以上200万元
2022/01/21
-22/04/25

合格

184 河南全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星达电子仪器厂电子元器件生产车
间流水线安装工程

长春市星达电子仪器厂 单项合同额2302.48万元
2022/06/30
-22/08/18

合格

185 河南全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银河电子设备厂电子元器件生产车
间流水线安装工程

山西银河电子设备厂 单项合同额2116.578万元
2022/06/27
-22/08/15

合格

186 河南荣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水木花城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六安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51.6385万元
2022/06/30
-22/08/18

合格



187 河南荣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枫蓝御景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潍坊天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31.5211万元
2022/07/04
-22/08/22

合格

188 河南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莱商银行大厦玻璃幕墙工程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面积6880㎡
2020/09/15
-20/11/30

合格

189 河南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亚美商厦石材幕墙工程 江苏中浩房地产有限公司 面积7455.6㎡
2020/05/10
-20/07/25

合格

190 河南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兴达广场项目1#楼幕墙工程
郑州市世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面积6870㎡
2021/04/25
-21/07/05

合格

191 河南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升龙御玺大厦A栋建筑外立面玻璃
幕墙工程

河南龙达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7122㎡
2018/09/13
-18/11/23

合格

192 河南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乡市卫滨区龙泉大厦玻璃幕墙工
程

新乡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面积6364.27㎡
2019/03/08
-19/05/18

合格

193 河南瑞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汇龙国际广场A栋玻璃幕墙施工工
程

河南和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面积6545.67㎡
2019/07/15
-19/09/25

合格

194 河南睿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海河山郡1#、2#楼装修施工
吉林市中海宏洋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装修二级23475.57m2
2021/01/12
-22/04/16

合格

195 河南睿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汇城九樾2#、4#楼装修施工项目
吉林省路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装修二级35904.9m2
2022/05/19
-22/08/16

合格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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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新乡市2022年人民公园照明设施养
护工程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年养护功能照明设施不少于5万盏
51168盏

2022/06/30
-22/07/24

合格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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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新乡市牧野大道照明工程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740789.39元
2022/06/02
-22/06/22

合格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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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新乡市华兰大道照明工程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780327.75元
2022/06/01
-22/06/23

合格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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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新乡市新中大道照明工程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11702677.65元

2022/07/04
-22/07/24

合格

200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君朋商务酒店幕墙工程
滨州市君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6766.57平方米
2022/03/28
-22/05/07

合格

201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永泰商务中心幕墙工程 江西永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539.16平方米
2022/03/17
-22/04/21

合格

202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福晟大厦玻璃幕墙工程 唐山日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356.66平方米
2022/07/21
-22/08/23

合格

203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万景国际酒店幕墙工程 黄冈万景外滩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291.51平方米
2022/05/26
-22/06/25

合格

204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红星时代广场B座幕墙工程 荆门佳德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718.51平方米
2022/01/14
-22/02/23

合格

205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亚星大厦幕墙工程 湖北亚崛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906.32平方米
2022/01/21
-22/03/07

合格

206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57ZYN系列永磁直流电动机生产线
设备安装工程

亳州汤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以上2144.853913万
元

2022/07/01
-22/08/15

合格

207 河南闰雅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智能门锁pcba线路板生产制造设备
安装工程

随州嘉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以上2116.732856万
元

2022/04/18
-22/05/28

合格

208 河南三铄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驻马店市世纪广场夜景亮化工程 驻马店市驿城区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141.5266万元
2022/04/17
-22/05/26

合格

209 河南三铄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驿城区市民中心广场夜景亮化工程 驻马店市驿城区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094.2957万元
2022/04/23
-22/06/01

合格

210 河南三铄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郸城县城区景观照明设施养护工程 郸城县城市建设办公室 功率1.2万KW
2022/06/15
-22/08/03

合格

211 河南三铄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济宁市星城广场二期泛光照明工程 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58.0674万元
2022/06/23
-22/08/06

合格

212
河南山水老兵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
公楼及地下室消防工程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的施工40525平方米

2021/11/03
-21/12/13

合格

213
河南山水老兵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正嘉商业广场西区及地下室项目消
防系统设备购置安装工程

芜湖正地众森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的施工49371.77平方米

2022/01/09
-22/03/07

合格

214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山尚郡5#楼建筑幕墙工程
石家庄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以上
6524平方米

2021/08/27
-22/10/23

合格

215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山尚郡6#楼建筑幕墙工程
石家庄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以上
6587平方米

2021/08/31
-21/10/24

合格

216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多中环国际5#楼幕墙工程项目 驻马店中蓝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以上
6924平方米

2021/05/29
-21/07/31

合格

217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多中环国际7#楼幕墙工程项目 驻马店中蓝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以上
6798平方米

2021/06/05
-21/08/05

合格

218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浐灞金融城3号楼建筑幕墙施工工
程

陕西腾微实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以上
6462平方米

2022/04/15
-22/06/11

合格

219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浐灞金融城6号楼建筑幕墙施工工
程

陕西腾微实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以上
6385平方米

2022/04/21
-22/06/15

合格

220
河南省第十五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绿都如意湾小区建筑防水工程 南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187933.67元
2022/05/20
-22/06/19

合格

221
河南省第十五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龙腾国际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平顶山市龙腾国际大酒店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402899.24元
2022/06/30
-22/08/19

合格

222
河南省第十五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商丘市木兰国际大酒店装修装饰工
程

商丘市木兰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389528.47元
2022/06/20
-22/08/14

合格

223 河南省佳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嘉林景苑1#、2#楼防水工程
江西华林世家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619725.38元

2022/05/11
-22/07/24

合格

224 河南省佳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嘉林景苑3#、4#楼防水工程
江西华林世家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603102.62元

2022/06/08
-22/08/16

合格

225 河南省佳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铂悦府1#、2#楼防水工程
江西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592652.00元

2022/06/15
-22/08/15

合格

226 河南省科纳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建业贰号城邦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南阳市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筑智能化工程11428247.42元
2022/05/16
-22/06/25

合格

227 河南省科纳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金域中央城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新野宇顺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智能化工程12072694.68元
2022/03/15
-22/04/29

合格

228 河南省科纳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绿都金科观天下建筑智能化工程 南阳金耀恒都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智能化工程11976397.58元
2022/01/07
-22/02/26

合格

229 河南省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合肥市锦云阁2#楼消防设施工程 合肥瑞远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2568.26平方米

2021/09/06
-21/12/04

合格

230 河南省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合肥市银杏商务中心A座办公楼消
防设施工程

合肥亚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2235.31平方米

2020/09/23
-20/12/11

合格

231 河南省亚晨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盛城·绥尚居项目建筑防水工程 广西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622443.67万元
2021/10/01
-21/12/04

合格

232 河南省中豫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淮南古都国际大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淮南古都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

单项合同额16215320.11万元
2022/04/22
-22/06/16

合格

233 河南省中豫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宿州金科苑大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宿州金科苑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553850.23万元
2022/07/06
-22/08/24

合格

234 河南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嘉和城雅苑1、2、3#楼防水工程
广西荣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金额216.88万元
2021/09/05
-21/11/15

合格



235 河南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众成·悦岛华庭2-4#楼装修工程 山东众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饰装修
工程1623.79万元

2022/04/12
-22/06/10

合格

236 河南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众成·悦岛华庭6-8#楼装修工程 山东众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饰装修
工程1685.56万元

2022/04/23
-22/06/25

合格

237 河南首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鸿坤·森林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湖北鸿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33.715946万元
2022/07/21
-22/08/20

合格

238 河南首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颐锦酒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河北颐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26.834278万元
2022/07/18
-22/08/17

合格

239 河南顺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舞钢锦云大酒店装修工程 河南嘉和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1587万元
2022/04/15
-22/06/15

合格

240 河南顺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灵湖商厦B座装修装饰工程
柳州市祥云盛世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金额1521万元
2022/04/20
-22/06/18

合格

241 河南思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中骏世界城商业楼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

河南嘉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602.218085万元

2022/06/03
-22/07/30

合格

242 河南思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通航大厦B栋通风空调采购及安装
工程

河南亿乘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633.649274万元

2022/03/25
-22/05/13

合格

243 河南穗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中央商务区南区地下广场消防工程
施工

济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0963.851平方米
2022/07/24
-22/08/22

合格

244 河南穗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济宁市任城区图书馆总馆消防改造
工程

济宁市任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42043.721平方米
2022/07/26
-22/08/24

合格

245 河南穗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三川御宾府售楼部楼房装修工程 南阳顺鸿置业有限公司 1551.11万元
2022/07/27
-22/08/25

合格

246 河南穗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云河国际商务会馆装修项目 南阳云河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1594.51万元
2022/07/25
-22/08/23

合格

247 河南穗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宏达梦想城住宅区智能化工程项目
滑县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1114.31万元
2022/07/25
-22/08/23

合格

248 河南穗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滕州万达广场金街S2-1号楼精装修
改造项目智能化工程

滕州红星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153.21万元
2022/07/24
-22/08/27

合格

249 河南穗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滕州万达广场金街S2-2号楼精装修
改造项目智能化工程

滕州红星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1016.71万元
2022/07/24
-22/08/27

合格

250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金泰大厦A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济源市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123875.8元

2022/06/16
-22/08/01

合格

251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金泰大厦B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济源市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098916.5元

2022/06/20
-22/08/04

合格

252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1#流水线安装
工程

南阳比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0091783.2元

2022/06/17
-22/08/08

合格

253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电子元器件生产车间2#流水线安装
工程

南阳比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0113076.18元

2022/06/20
-22/08/09

合格

254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白河湿地公园景观照明养护工程
南阳市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管理处

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0.5万KW0.53KW
2022/04/28
-22/06/13

合格

255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临沂市火炬路道路照明工程 临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上的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5691798元

2021/12/09
-22/01/20

合格

256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安丘兴安北路第一标段（昆仑大街
-黄山西街）道路照明工程

安丘市公路局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有远程集
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
5383941元

2022/02/16
-22/03/29

合格

257 河南腾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安丘兴安北路第二标段（莲花山西
路-云湖路）道路照明工程

安丘市公路局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有远程集
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
5250285元

2022/02/18
-22/04/01

合格

258 河南天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紫荆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贺州市万晟置业有限公司
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化工程
1335.6972万元

2022/05/25
-22/06/26

合格

259 河南天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翠雅新苑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梧州启越置业有限公司
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化工程
1133.6791万元

2022/05/20
-22/06/24

合格

260 河南天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新悦大厦建筑智能化工程 广西富杰置业有限公司
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化工程
1093.56万元

2022/07/09
-22/08/11

合格

261
河南同盛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办事处曹砦西街
六个老旧楼屋面防水工程

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办事处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项237.46万元

2022/07/01
-22/08/09

合格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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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湖北东路道路照明工程（315KVA箱
式变配电）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103.2461万元
2022/06/09
-22/07/08

合格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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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西兴路道路照明工程（315KVA箱式
变配电）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039.54万元
2022/06/10
-22/07/09

合格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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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锦江路（惠民路至万源路段）道路
照明工程

温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116.872万元
2022/07/26
-22/08/24

合格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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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工程一级

秋龙园景观照明设施养护工程
福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1.25万kW
2022/07/27
-22/08/25

合格

266
河南途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悦府·天瑞小区屋面及地下车库防
水工程

安徽建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41.42677万元
2022/06/21
-22/07/30

合格

267 河南万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威海双福大厦消防工程 山东万恒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386.5万元
2021/07/09
-21/09/01

合格

268 河南万安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平顶山市百合苑小区住宅楼8号楼
桩基工程

平顶山市百合新地置业有限公
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410千牛
2021/05/17
-21/06/17

合格

269 河南万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东湖理想城二期高层25#-30#楼装
修工程

阜阳市金悦创益房地产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091768.12元

2022/01/05
-22/03/30

合格

270 河南万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金地广场商业中心装修工程 安徽金格丽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152869.23元

2022/04/18
-22/08/15

合格

271 河南万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金悦君庭三期C-03地块防水工程一
标段

安徽金悦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635726.59元

2021/10/25
-21/12/18

合格

272 河南王尧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希望深蓝空调制造有限公司办公楼
装修工程

希望深蓝空调制造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76.53万元的装修装饰工
程合同额1876.53万元

2022/07/30
-22/08/18

合格

273 河南王尧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成都银河王朝大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银河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95.6万元的装修装饰工
程合同额1795.6万元

2022/07/23
-22/08/16

合格

274 河南文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泰安市华都良辰美景小区二期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

泰安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85.74万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项

2022/06/20
-22/07/29

合格

275 河南文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泰安市五岳风华小区一期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

泰安新城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712.56万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项

2022/06/17
-22/07/26

合格

276
河南戊涛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明泽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济宁凌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65.786225万元
2022/06/15
-22/08/13

合格

277
河南戊涛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金湾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万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4.789586万元
2022/07/13
-22/08/19

合格

278 河南熙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途胜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山东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65.785678万元
2022/07/21
-22/08/24

合格

279 河南熙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荣和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湖北汇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55.745635万元
2022/07/20
-22/08/23

合格

280
河南鑫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蓬祺大厦A栋室内、外装修工程 济源市烔杺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478069.67元

2022/06/13
-22/08/03

合格

281
河南鑫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蓬祺大厦B栋室内、外装修工程 济源市烔杺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757227.56元

2022/06/17
-22/08/09

合格



282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保利锦外小户1#楼幕墙工程 成都得道新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37平方米

2022/04/06
-22/06/15

合格

283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保利锦外小户3#楼幕墙工程 成都得道新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358平方米

2022/04/11
-22/06/20

合格

284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保利锦外小户4#楼幕墙工程 成都得道新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45平方米

2022/04/25
-22/07/05

合格

285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保利锦外小户5#楼幕墙工程 成都得道新联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325平方米

2022/05/05
-22/07/18

合格

286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梵荣中环新第A栋楼幕墙工程 贵州梵荣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06平方米

2022/06/27
-22/08/15

合格

287 河南星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梵荣中环新第B栋楼幕墙工程 贵州梵荣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18平方米

2022/07/01
-22/08/17

合格

288 河南讯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太仓市金湾路（十八港路-景湖
路）工程一期照明工程

苏州市政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带250kVA
以上的箱式变配电1016.2万元

2022/07/01
-22/07/21

合格

289 河南讯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太仓市金湾路（景湖路-白云渡
路）工程二期照明工程

苏州市政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带250kVA
以上的箱式变配电1028.79万元

2022/07/06
-22/07/28

合格

290 河南讯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太仓市金湾路（白云渡路-西花园
街）工程三期照明工程

苏州市政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带250kVA
以上的箱式变配电1014.42万元

2022/07/08
-22/07/28

合格

291 河南讯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宿迁市玉珠湖公园景观照明设施养
护工程

江苏富轩实业有限公司
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不少于1万kW1.1
万kW

2022/08/05
-22/08/29

合格

292 河南讯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二级

中牟县南北街安置区起重安装工程 浙江百厦建设有限公司
累计安装拆卸600千牛.以上塔式起重
机8台次8台次

2022/04/15
-22/04/23

合格

293 河南壹仕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南京市堂悦项目商业及地库消防设
施安装工程

江苏保利宁弘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1278.25㎡单项合同额
8375693.00元

2022/07/10
-22/08/15

合格

294 河南壹仕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国电丰城发电有限公司一期检修楼
消防设施改造工程

国电丰城发电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1437.81平方米单项合同额
6177660.00

2022/05/20
-22/06/30

合格

295
河南亿鼎新能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华亭小区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延安永利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586.4152万
元

2022/07/07
-22/08/19

合格

296
河南亿鼎新能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嘉昱大厦中央空调及通风系统安装
工程

陕西万坤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582.4351万
元

2022/07/08
-22/08/22

合格

297 河南颖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宇阳光城一期3#楼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环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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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1957.6元

2022/07/05
-22/08/17

合格

298 河南颖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宇阳光城一期5#楼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环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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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6958.8元

2022/07/06
-22/08/19

合格

299 河南永之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和悦铭著7#、8#、9#楼装修装饰工
程

云南嘉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承担过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
修装饰工程1694.385149万元

2022/04/09
-22/06/07

合格

300 河南永之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玉溪中玉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玉溪中玉酒店有限公司
承担过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
修装饰工程1634.702685万元

2022/06/25
-22/07/24

合格

301 河南优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一级

中弘名都城小区3#、4#、5#、6#、
7#、8#、9#、10#塔式起重机安装
拆卸工程

焦作市荣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装拆卸1600千牛·米塔式起重机8台
次1600千牛·米

2022/08/25
-22/08/28

合格

302 河南裕德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墨香绿都2#楼消防工程 驻马店市雅宏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19万平
方米

2022/06/17
-22/07/27

合格

303 河南裕德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翠竹大厦C座消防设施工程 安阳市中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058万
平方米

2022/06/27
-22/08/01

合格

304 河南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辉达·温莎尚郡8#楼幕墙工程 河南辉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706.13平方米
1平方米

2022/04/29
-22/05/29

合格

305 河南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奥林匹克花园2#楼建筑幕墙工程 河南学江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300.58平方米
1平方米

2022/06/15
-22/07/20

合格

306 河南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辉达·温莎尚郡7#楼幕墙工程 河南辉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582.13平方米
1平方米

2022/04/30
-22/05/30

合格

307 河南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辉达·温莎尚郡5#楼幕墙工程 河南辉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292.65平方米
1平方米

2022/04/21
-22/05/21

合格

308 河南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奥林匹克花园1#楼建筑幕墙工程 河南学江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628.06平方米
1平方米

2022/06/13
-22/07/18

合格

309 河南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乐园天地商务楼幕墙工程 郑州乐园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206.25平方米
1平方米

2022/06/13
-22/07/18

合格

310
河南志远净化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鹿鸣湖壹号和园项目3#、6#、7#楼
及周边智能化监控系统

许昌汉威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94.3607万元

2022/01/10
-22/03/02

合格

311
河南志远净化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鹿鸣湖壹号和园项目9#、10#、11#
楼及周边智能化监控系统

许昌汉威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94.8795万元

2022/05/14
-22/06/23

合格

312
河南志远净化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鹿鸣湖壹号和园项目13#、15#、
16#楼及周边智能化监控系统

许昌汉威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49.5502万元

2022/02/15
-22/04/15

合格

313 河南中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上华东庐3#楼装修装饰工程 商丘市上筑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金额1500万元以上1500万元
2022/01/21
-22/04/15

合格

314 河南中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征云云筑1#楼装修装饰工程 焦作颐光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金额1500万元以上1500万元
2022/04/26
-22/07/11

合格

315 河南中世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开封市金明华府二期4#楼装饰工程 开封市金三角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10.6237万元
2022/04/27
-22/05/23

合格

316 河南中世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开封市金明华府二期6#楼装饰工程 开封市金三角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13.12107万元
2022/06/17
-22/07/14

合格

317 河南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永恒理想学府建筑幕墙工程 郑州永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
6322平方米

2020/10/19
-21/01/15

合格

318 河南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众鑫学府建筑幕墙工程 息县锦泓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
6103平方米

2021/11/03
-22/01/21

合格

319 河南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蓝天御府建筑幕墙工程 周口敬慈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
6096平方米

2022/02/10
-22/04/26

合格

320 河南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苹果时光建筑幕墙工程
漯河市龙泰房地产开发工程有
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
6132.7平方米

2022/03/25
-22/06/07

合格

321 河南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建业春天里建筑幕墙工程 信阳宏达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
6073.6平方米

2021/09/17
-21/12/10

合格

322 河南周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兴悦壹品建筑幕墙工程 汝南中兴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
6135.3平方米

2022/01/06
-22/03/10

合格

323
河南筑龙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璟都国际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天鑫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976397.58元
2022/03/23
-22/06/21

合格

324
河南筑龙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美盛白河湾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晋开美居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单项合同额12072694.68元
2022/03/25
-22/06/18

合格

325
河南筑龙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宇信凯旋城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恒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428247.42元
2022/03/31
-22/06/19

合格

326 河南卓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南阳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电
子设备安装工程

南阳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2361.25万元
2022/04/08
-22/05/28

合格

327 河南卓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高庄镇工业园河南鑫容电子有限公
司电子设备配套安装项目

河南鑫容电子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138.60万元
2022/06/13
-22/07/13

合格

328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青铜古镇欢乐驿站仿古建筑工程
汇景（宁夏）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642.28平方米
2022/06/15
-22/07/20

合格



329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邢台九龙峡三星庙仿古建筑工程
邢台龙宫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637.15平方米
2022/06/20
-22/07/22

合格

330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荆门百盟慧谷科技产业园道路照明
工程

荆门百盟一马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76.12万元的带315kVA的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2022/06/13
-22/07/18

合格

331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黄冈华海大道道路照明工程 黄冈融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84.18万元的带250kVA的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

2022/06/17
-22/07/17

合格

332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梧州市河滨公园景观照明工程 梧州市公园管理处 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1.86万KW
2022/06/20
-22/07/22

合格

333 泓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一级

安顺市凌云路道路照明工程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投资
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38.04万元的带315kVA的
箱式变配电的道路照明工程1138.04万
元

2022/06/15
-22/07/20

合格

334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林州市世纪广场商业楼室外幕墙工
程

河南榕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单体建筑工程幕墙
面积6240.1平方米

2022/01/25
-22/03/16

合格

335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兴泰未来城3#楼幕墙工程 开封兴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单体建筑工程幕墙
面积6195.2平方米

2022/01/26
-22/03/17

合格

336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金瓴时代广场商务综合楼幕墙工程 信阳永兴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单体建筑工程幕墙
面积6230.4平方米

2022/01/24
-22/03/15

合格

337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江丰山水印象5号楼幕墙工程 洛阳江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单体建筑工程幕墙
面积6177.8平方米

2022/02/17
-22/04/18

合格

338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三秋醋业生产基地2号楼幕墙工程 河南三秋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单体建筑工程幕墙
面积6301.9平方米

2022/01/26
-22/03/17

合格

339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龙门云溪学府5号楼幕墙工程 浚县盛翔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单体建筑工程幕墙
面积6155.4平方米

2022/01/24
-22/03/16

合格

340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时代天筑6#楼桩基础工程 沁阳市新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的桩基础
工程2450KN

2021/04/21
-21/07/05

合格

341 华安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鑫联两相府2号楼地基基础工程 南阳鑫联置业有限公司
12层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
工程13层

2021/08/17
-21/11/05

合格

342 崛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信阳润洲酒店玻璃幕墙施工项目
信阳润洲酒店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514平方米

2021/09/06
-21/11/25

合格

343 崛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大唐紫宸院1#、3#楼”建筑外立
面玻璃幕墙工程

河南大唐信城房地产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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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平方米

2021/09/15
-21/12/01

合格

344 崛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乡豫北大厦玻璃幕墙工程 新乡市豫北大厦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643平方米

2021/04/29
-21/07/26

合格

345 崛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周口交通技师学院幕墙施工工程 周口交通技师学院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500平方米

2021/12/27
-22/03/15

合格

346 崛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安阳市崇漫酒店玻璃幕墙工程 安阳市崇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054平方米

2021/03/11
-21/05/30

合格

347 崛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洛阳龙丰小区B区玻璃幕墙工程 洛阳市文兴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215平方米

2021/10/12
-21/12/24

合格

348 君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地宝大厦项目中央空调工程 湖南地宝投资有限公司 1571.25万元
2022/07/25
-22/08/23

合格

349 君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旺德府万象时代花园多联机空调供
货与安装工程

湖南旺德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527.20万元
2022/07/27
-22/08/25

合格

350 君汉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许昌保利堂悦花园屋顶防水项目 许昌隆悦置业有限公司 222.59万元
2022/07/28
-22/08/21

合格

351 君汉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山东省实验中学宿舍楼屋顶防水项
目

山东省实验中学 164.45万元
2022/07/27
-22/08/20

合格

352 君汉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安徽师范大学教学楼屋顶防水工程 安徽师范大学 157.82万元
2022/07/26
-22/08/24

合格

353 君汉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室内精装修
工程

山东中医药大学 1516.66万元
2022/07/24
-22/08/22

合格

354 君汉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保利玫瑰湾售楼处精装修工程
保利（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624.31万元
2022/07/26
-22/08/24

合格

355 凯乐通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新型高纯半导体材料生产车间设备
采购及安装工程

广西博禄德电子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216.82万元
2022/07/08
-22/08/12

合格

356 凯乐通信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建投新能源公司3GW高效异质结太
阳能电池生产线设备采购及安装工
程

甘肃建投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2311.32万元
2022/04/29
-22/06/08

合格

357 普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恒源电器电子元器件智能化生产车
间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

徐州市恒源电器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105.71万元
2022/06/13
-22/07/17

合格

358 普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CSTN液晶显示器全自动生产流水线
安装工程

福建省健威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216.82万元
2022/06/17
-22/07/18

合格

359 世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河南通途医药物流园项目消防工程 河南通途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3651.56
平方米

2022/03/31
-22/05/20

合格

360 世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郑万高铁方城站站前广场项目消防
工程

方城县交通运输局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3441.43
平方米

2022/01/07
-22/03/08

合格

361 桐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智鑫商城装修装饰工程
吉林市鸿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502.27万元

2022/03/01
-22/05/10

合格

362 桐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欢如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吉林市瀚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515.26万元

2022/03/16
-22/05/22

合格

363 宛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长青德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常德子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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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98万元

2022/05/14
-22/07/30

合格

364 宛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万盟丽都小区装修装饰工程 江苏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98.54万元

2022/05/07
-22/07/20

合格

365 宛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丰承中环写字楼消防设施安装工程 锦州金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8172万平方米

2022/07/07
-22/08/20

合格

366 宛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优胜公寓商住一体消防设施安装工
程

黑龙江江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6370万平方米

2022/04/26
-22/06/05

合格

367 鑫泽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旭辉江山花园1期10#楼消防工程 许昌旭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1253.78
平方米

2021/09/20
-21/11/10

合格

368 鑫泽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金域蓝湾1期3#楼消防工程
许昌市建安区兴隆瑞泰置业有
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0921.36
平方米

2021/09/08
-21/11/08

合格

369 鑫泽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东辉理想城1期暖通工程(多联机空
调)采购及安装工程

河南东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682.68万元

2022/02/27
-22/04/17

合格

370 鑫泽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雅居乐翰林雅郡1期暖通工程(多联
机空调)采购及安装工程

许昌雅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92.78万元

2022/04/26
-22/06/11

合格

371 杨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智能化建设项
目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
工程3项

2022/04/19
-22/06/02

合格

372 杨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沈阳市大东区城市管理局电子智能
化建设工程

沈阳市大东区城市管理局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
工程3项

2022/04/28
-22/06/11

合格

373 杨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绍兴市人民医院电子智能化建设项
目

绍兴市人民医院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
工程3项

2022/04/20
-22/05/30

合格



374 盈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文兴·城市家园B-06地块基础防水
工程

洛阳市文兴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2231400元
2022/04/25
-22/05/30

合格

375 豫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雅居乐中央雅府3#楼幕墙施工工程 红河明丰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7526平方米

2021/08/20
-21/12/17

合格

376 豫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雅居乐中央雅府5#楼幕墙施工工程 红河明丰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7045平方米

2021/09/05
-21/12/23

合格

377 豫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雅居乐中央雅府6#楼幕墙施工工程 昆明雅居乐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898平方米

2021/09/23
-22/01/10

合格

378 豫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龙昌园2#楼幕墙施工工程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68平方米

2021/01/15
-21/05/14

合格

379 豫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龙昌园6#楼幕墙施工工程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12平方米

2021/02/01
-21/05/31

合格

380 豫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龙昌园7#楼幕墙施工工程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472平方米

2021/02/20
-21/06/09

合格

381 郑州宝莲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金成玖墅售楼处及样板房装修工程
衡水市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金额15259889.18元
2022/04/25
-22/06/10

合格

382 郑州宝莲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芙蓉里项目公共区域精装工程（一
标、二标）

保定东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金额17099573.15元
2022/02/08
-22/04/07

合格

383 郑州晨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济南市汉峪光年3#楼装修装饰工程 济南中垠鑫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2/06/01
-22/07/22

合格

384 郑州晨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济南市汉峪光年1#楼装修装饰工程 济南中垠鑫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2/06/16
-22/08/19

合格

385 郑州国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包河区S1704号地块8#楼消防设施
工程

安徽高速公路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以上41957
平方米

2021/06/27
-21/09/24

合格

386 郑州国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璞羽西苑2#楼消防设施工程 合肥市丽丰锦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以上
43268.16平方米

2022/02/24
-22/05/04

合格

387
郑州联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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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家村瑞斯丽温泉度假酒店装修装
饰工程

陕西成长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1556.58万元
2022/07/12
-22/08/24

合格

388
郑州联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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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雅酒店(沈阳北站店)装修装饰工
程

和雅(沈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1645.60万元
2022/07/08
-22/08/22

合格

389 郑州平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华洲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达州市勇智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741.318496
万元

2022/04/28
-22/07/27

合格

390 郑州平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保利云山国际12#楼、13#楼装修装
饰工程

贵阳保利海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772.693893
万元

2022/04/26
-22/08/04

合格

391 郑州乾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非凡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无锡建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82.674396万元
2022/06/17
-22/08/15

合格

392 郑州乾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格林东方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南昌中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72.587658万元
2022/06/22
-22/08/20

合格

393
郑州森林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彭水两江春水假日酒店装修装饰工
程

重庆市彭水县两江假日酒店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41.43万元
2022/07/18
-22/08/17

合格

394
郑州森林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新余富园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新余市富粮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70.13万元
2022/07/11
-22/08/15

合格

395
郑州森林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安庆大发学府汇中央空调设备采购
及安装工程

安庆市凯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31.45万元
2022/04/20
-22/05/20

合格

396
郑州森林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欢朋公馆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河北瑞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65.32万元
2022/06/16
-22/07/18

合格

397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二级 遂平县人民医院污水处理一期工程 遂平县人民医院 水污染防治工程600废水量：吨/日
2021/10/28
-21/12/27

合格

398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二级 遂平县人民医院污水处理二期工程 遂平县人民医院 水污染防治工程600废水量：吨/日
2022/03/02
-22/04/21

合格

399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二级 宏远食品工业园污水处理工程
河南宏远食品工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

水污染防治工程300废水量：吨/日
2021/11/29
-22/01/28

合格

400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创新中心A座机电安装工程 江苏富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63.620253万元
2022/04/01
-22/05/31

合格

401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创新中心B座机电安装工程 江苏富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59.182361万元
2022/05/11
-22/07/10

合格

402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水韵花园1#、2#、3#楼公共区域精
装修工程

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22.30401万元
2022/03/15
-22/05/14

合格

403 郑州市金禄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水韵花园7#、9#、10#楼公共区域
精装修工程

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9.550532万元
2022/04/28
-22/06/27

合格

404 郑州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建业东敬府二期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新乡建业吉利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14万元
2022/06/27
-22/07/16

合格

405 郑州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怡和华府3号院项目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

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9万元
2022/07/26
-22/08/14

合格

406 郑州谐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办公区医药包装区通风空调安装工
程

仁合熙德隆药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593.74万元
2022/06/17
-22/07/26

合格

407 郑州谐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中央医院手术室及产房空调净化工
程

焦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中
央医院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612.54万元
2022/06/16
-22/07/25

合格

408 郑州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昌建公园壹号院（西院）1#、2#、
3#楼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65万元

2020/05/20
-20/07/22

合格

409 郑州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昌建璟上1#、2#楼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9.7万元

2020/08/26
-20/10/22

合格

410 郑州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昌建公园壹号院（西院）7#、8#、
9#楼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78万元

2020/11/20
-21/01/26

合格

411 中创宛恒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成峰楼·主楼一期仿古建筑工程 山东盛唐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工程625.19平方米

2022/01/13
-22/04/12

合格

412 中创宛恒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佳林园宗寺仿古建筑工程 顺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工程618.00平方米

2022/02/23
-22/05/31

合格

413 中建禹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保利东郡21#-24#楼装修工程 湖南利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871.974512万元

2022/04/22
-22/07/10

合格

414 中建禹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时代倾城四期72#楼装修工程
长沙玫瑰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79.623802万元

2022/04/13
-22/06/21

合格

415 中建禹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东原·启城地下车库防水工程
长沙东原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218.1131万元

2022/04/18
-22/06/16

合格

416 中开智慧艺型建筑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信阳东方茗雅酒店装修工程 信阳东方茗雅酒店有限公司 金额16369300.00元
2022/06/21
-22/08/10

合格

417 中开智慧艺型建筑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佛山美源兴鞋业实验室及厂房装修
完善施工工程

佛山市美源兴鞋业有限责任公
司

金额15221800.00元
2021/09/08
-21/10/31

合格

418 中天骏宏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君山岛仿古建筑工程 岳阳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637.50平方米

2022/04/12
-22/06/21

合格

419 中天骏宏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祥林书院仿古建筑工程施工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6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732.57平方米

2022/05/23
-22/08/01

合格

420 中云智建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蘭悦·君品1#楼装饰装修工程 青海盈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904.500212
万元

2022/06/10
-22/07/09

合格

421 中云智建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力浩锦庭综合楼装饰装修工程 西宁力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625.415067
万元

2022/07/21
-22/08/17

合格



422 河南清新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韩城玉皇后土庙戏楼维修保护工程
韩城市玉皇后土庙文物保护管
理所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项
2022/03/28
-22/05/17

合格

423 河南清新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北阳二郎庙北殿文物修复工程 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项
2022/05/18
-22/07/17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