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郑州市2021年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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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百事恒业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汝州市金融大厦智能化工程
工程一级

汝州市鑫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0万元以上1221.56万元

2021/05/1321/07/08

合格

2

河南百事恒业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唐河县和谐家园小区智能化项目
工程一级

唐河县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万元以上1036.47万元

2021/05/1721/07/06

合格

3

河南百事恒业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社旗县御林金湾住宅小区智能化工
南阳建达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1000万元以上1159.21万元

2021/05/2021/07/10

合格

4

河南北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乐安·西湖御景小区（二期）建筑
河南乐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智能化工程

单项合同额1033.2562万元

2020/10/3020/12/14

合格

5

河南北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玖合湾小区建设项目建筑智能化工
河南合筑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单项合同额1129.2987万元

2021/01/1721/03/13

合格

6

河南北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巨源国际花园住宅小区建筑智能化
河南核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工程

单项合同额1226.1732万元

2021/04/1521/06/04

合格

7

河南彬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浚县建业城1#楼桩基工程
一级

浚县永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刚性复合地基处理深度20米

2021/08/1621/09/07

合格

8

河南彬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凤凰城基坑支护工程
一级

河南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基坑围护开挖深度14米

2021/08/2121/09/21

合格

9

河南博知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铭心城二期桩基础工程
一级

平顶山市石龙区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3000千牛

2020/12/1721/01/21

合格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祥泰左岸8#楼基坑围护工程
一级

河南朗坤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13
米

2021/03/0921/04/13

合格

10 河南博知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11

河南大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古宋路（华商大道-中亚大道）照
升级
司
明工程二级
明工程

商丘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
2020/06/01上的箱式变配电道路照明工程
20/07/30
5422453.88元

合格

12

河南大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李袁中路（通港路~梅李界）道路
升级
司
明工程二级
照明工程

常熟市碧溪新区城乡一体化建
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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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9597.52元

2020/09/2820/11/21

合格

13

河南大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升级
津市大道道路照明工程
司
明工程二级

津市嘉山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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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5072.53元

2020/06/2220/08/20

合格

14

河南大叶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秋石高架北等12个区域景观照明设
升级
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
司
明工程二级
施养护工程

年养护的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不少于
0.5万KW7720KWKW

2021/03/1021/06/07

合格

15 河南鼎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海伦堡海伦国际4#楼防水工程施工
合肥粤港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项目

单项合同200万以上的防水工程
2183926元

2021/09/0421/09/25

合格

16 河南东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顶秀欣园建筑智能化项目工程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308.6360万元

2019/11/1220/01/03

合格

17 河南东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枫蓝国际中心建筑智能化安装项目
南阳顺和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工程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339.2510万元

2020/04/1320/06/08

合格

18 河南东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锦绣雅苑二期建筑智能化项目工程 商丘市锦城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258.3650万元

2020/07/0820/08/28

合格

19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金茂旭日新城建筑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信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2021/08/11程266.52万元
21/09/15

合格

焦作市亿祥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63.7415万元

2021/08/2721/09/21

合格

20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升级
兰馨公寓地下车库防水工程
司
工程一级

许昌跃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 河南广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香泉国际1#楼地库顶板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湖北聚伦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

2020/12/1021/01/15

合格

22 河南广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菏建舜师大院地库顶板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山东菏建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

2021/03/0521/04/06

合格

23 河南广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新城悦隽时代4#楼地库顶板防水工
南昌鸿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

2021/04/3021/05/31

合格

24 河南海德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瀚宇·天悦湾6号院一期外墙真石
工程一级
漆装饰装修工程

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15266312.00元

2021/05/1221/07/11

合格

25 河南海德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瀚宇·天悦湾6号院二期外墙真石
工程一级
漆装饰装修工程

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15130030.00元

2021/07/2621/09/19

合格

26 河南和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新乡市社会福利中心消防改造工程 新乡市社会福利中心
一级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0480.81 2021/05/16平方米
21/06/26

合格

27 河南和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信阳罗山县人民医院综合楼消防改
罗山县人民医院
一级
造工程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48424平
方米

2021/07/0721/08/22

合格

28 河南厚坤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东京御苑8#楼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开封中原置业有限公司

12层以上、高度50米以下民用建筑工
程47.6米

2021/02/2221/03/24

合格

29 河南厚坤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泰和院居住小区基坑围护工程
二级

许昌英地置业有限公司

基坑围护工程开挖深度10米

2021/04/2121/06/10

合格

30

河南华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泊仕顿国际酒店精装修工程
司
工程一级

河南泊仕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饰装修
工程1521.364278万元

2019/01/0719/04/17

合格

31

河南华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信合.阳光城销售中心装饰装修工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程

信阳市和兴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饰装修
工程1695.376276万元

2017/03/2017/08/07

合格

32 河南华森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百盛国际玻璃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省盈威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129.80平方米

2020/03/2720/05/20

合格

33 河南华森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大地丽都2#楼幕墙工程
一级

驻马店市大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207平方米

2020/06/0820/07/22

合格

34 河南华森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佳利金色东方信苑7#楼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佳利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150平方米

2020/08/0920/09/17

合格

35 河南华森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泰威幸福港湾1#楼幕墙施工工程
一级

河南省泰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830平方米

2020/10/1520/12/13

合格

36 河南华森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佳田新时代室外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佳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523平方米

2021/01/1121/03/16

合格

37 河南华森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金科九号公馆22#楼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金科荣耀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幕墙面积6627平方米

2021/04/1221/06/10

合格

38 河南华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龙奥御府1#、4#、6#楼装修装饰工
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8245084.01元

2021/07/3021/09/20

合格

39 河南华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龙奥御府3#、5#、7#楼装修装饰工
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7684866.33元

2021/08/0621/09/22

合格

40 河南华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茉语花园2#、3#、4#楼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宏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4/30程1618440元
21/06/22

合格

41 河南华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茉语花园5#、6#、7#楼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宏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7/19程1619896元
21/09/13

合格

42 河南华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茉语花园8#、9#、10#楼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宏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7/27程1682668.55元
21/09/17

合格

43 河南吉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华鼎天下城三期1#、2#楼装修装饰
平舆县华鼎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工程

金额1752.38万元

2019/12/1420/01/13

合格

44 河南吉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熙府住宅小区5#、6#楼装修装饰工
尉氏县金星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金额1651.26万元

2020/02/0820/03/09

合格

45 河南嘉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综合楼装修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一级
项目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程1647.112473万元

2021/05/2721/07/10

合格

升级

46 河南嘉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许昌瑞贝卡大酒店室内装修项目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程1610.3725万元

2021/07/3021/09/07

合格

47 河南谨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平顶山林溪湾智慧酒店装修装饰工 平顶山林溪湾智慧酒店有限公
工程一级
程
司

单项合同1583.74万元

2021/07/1521/08/09

合格

48 河南谨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三门峡微澜溪智能酒店装修装饰工 三门峡微澜溪酒店管理有限公
工程一级
程
司

单项合同1549.56万元

2021/08/3121/09/20

合格

49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都市新丽6#基坑围护工程
二级

河南信通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10.6米

2021/06/2521/08/04

合格

50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诚垣小区8#桩基础工程
二级

河南新田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420千牛

2021/08/1221/09/21

合格

51 河南九六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安彩嘉园.奕苑10#、11#楼防腐保
工程一级
温工程

安阳安彩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以上553.66万元

2021/06/1021/08/08

合格

52 河南九六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华祥大厦外墙防腐保温工程
工程一级

安阳市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以上526.33万元

2021/04/0721/05/21

合格

53 河南久大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豫桥大厦A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永发金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388068.17元

2020/12/0321/01/12

合格

54 河南久大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豫桥大厦B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永发金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432164.73元

2020/12/0721/01/18

合格

55 河南丽景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二
轴承钢构生产厂房
级

河南奋均精密轴承科技有限公
司

钢结构单跨24米以上的建筑物单跨26
米米

2021/02/2721/04/27

合格

56 河南丽景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二 方城县宛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3#生
方城县宛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级
产车间工程

网壳、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30米以
上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32米

2021/04/2521/06/21

合格

57 河南六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中豪大酒店精装修工程
工程一级

山东中豪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项

2021/06/3021/07/29

合格

58 河南六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米兰花园国际大酒店精装修工程
工程一级

杭州米兰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项

2021/08/1821/09/16

合格

59 河南绿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滨河御景苑三期建筑智能化工程
工程一级

洛阳宏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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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8.55万元

2020/10/2320/12/31

合格

60 河南绿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万利财富广场建筑智能化工程
工程一级

濮阳市豫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253.55万元

2021/01/1821/04/12

合格

61 河南绿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濮阳市丽景上品小区建筑智能化工
濮阳市建基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83.64万元

2020/10/3021/01/22

合格

许昌瑞贝卡大酒店有限公司

62 河南绿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建晟嘉苑小区二期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省多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218.763295万元

2020/08/1721/09/18

合格

63 河南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现代城1号院桩基础工程
一级

河南开心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基础工程3165千牛

2021/08/1321/09/14

合格

64 河南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博豫阳光城基坑支护工程
一级

河南博顺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12.6米

2021/06/2821/07/28

合格

65 河南铭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沈丘快乐小镇2#楼防腐保温工程项
沈丘县乾泰置业有限伺
工程一级
目

合同额：5396125.33元

2021/07/1821/09/16

合格

66 河南铭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建业华阳峰渡小区二期防腐保温工
洛阳峰渡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合同额5217700.00元

2021/05/2521/07/14

合格

67 河南纳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雁基大厦A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

中电置业（新乡）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214360.68元

2021/04/1321/06/07

合格

68 河南纳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雁基大厦B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

中电置业（新乡）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582023.29元

2021/04/1921/06/17

合格

69 河南宁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龙门溪苑一期1#、2#、3#楼防水工
洛阳祝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金额159.3196万元

2020/10/1620/12/16

合格

70 河南宁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龙门溪苑一期6#楼及地下车库防水
洛阳祝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工程

金额156.9648万元

2021/03/0321/05/10

合格

71 河南宁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文兴阳光水岸建筑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金额162.3196万元

2021/04/0621/06/16

合格

72 河南清新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人才公寓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租赁
一级
项目1#楼CFG桩基工程
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桩基深度20米

2021/03/2621/05/26

合格

73 河南清新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锦艺四季城香雅苑3#楼CFG桩基工
一级
程

河南锦轩置业有限公司

层数33层

2021/05/1721/07/26

合格

74 河南如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星光小区屋面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陕西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77.81万元

2021/05/1521/06/16

合格

75 河南如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御景府小区屋面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西安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70.95万元

2021/07/0921/08/07

合格

76 河南如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锦荣大厦基础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陕西秦欣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81.28万元

2021/08/2821/09/26

合格

信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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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65万元

2021/05/2121/06/21

合格

77

河南睿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阳光花园小区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司
工程一级

洛阳市文兴置业有限公司

78

河南睿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正发国贸中央空调系统安装工程
司
工程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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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23万元

2021/06/0221/06/25

合格

79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郦都国际5#楼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二级

南阳市金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以上的建筑机电安装 2021/05/29工程886万元
21/07/18

合格

80 河南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商鼎国际二期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二级

商丘市万宏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以上的建筑机电安装 2021/08/12工程864万元
21/09/26

合格

81 河南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商水县阳光花园1#楼地基基础工程 商水县益丰置业有限公司
二级

层高14层层

2020/06/1220/09/09

合格

82 河南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商丘市天骄华府6#楼桩基础工程
二级

商丘市三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桩基础工
程2000千牛千牛

2021/11/0321/01/11

合格

83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锦绣商务大厦项目消防工程
一级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
处刘砦社区居民管理委员会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2018/03/07施工程40000平方米
18/05/30

合格

84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锦绣假日中心二区消防工程
一级

郑州玉安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2017/10/20施工程40000平方米
18/02/12

合格

85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卓越世纪中心中央空调采购及安装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
工程一级
工程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2项1500万元

2018/08/2018/10/29

合格

86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云商国际广场中央空调设备及安装 广州城建开发景城房地产有限
工程一级
项目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2项1500万元

2018/12/1819/02/18

合格

87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芙蓉古城（商业）仿古建筑101栋
升级
公司
级
工程

成都永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2021/03/19筑337.54平方米
21/04/18

合格

88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芙蓉古城（商业）仿古建筑109栋
升级
公司
级
工程

成都永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2021/05/06筑337.54平方米
21/06/05

合格

89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和正·智汇谷二期建筑机电安装工
升级
南昌和正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
工程二级
程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2020/09/03装工程890万元
20/10/23

合格

90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研究院创新中心综合办公楼建筑机 南昌虚拟现实研究院股份有限
升级
公司
工程二级
电安装工程
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2021/03/09装工程810.97万元
21/04/28

合格

91 河南省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海森国际一期3#楼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广美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160万元

2020/12/1221/02/09

合格

92 河南省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明月新城一期8#楼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安宇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235.431972 2020/08/07万元 万元
20/09/30

合格

93 河南省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驻马店市宏辉广场A座写字楼建筑
工程一级
智能化工程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325.166293 2021/05/01万元
21/06/29

合格

河南旭晨置业有限公司

94 河南胜之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凤凰城建筑智能化工程
工程一级

新蔡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528468.86元

2021/06/2321/09/11

合格

95 河南胜之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西平·御铭苑建筑智能化工程
工程一级

西平县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0443837.88元

2021/05/1921/08/17

合格

96 河南胜之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中原国际城建筑智能化工程
工程一级

正阳县中原城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0370134.32元

2021/05/2521/08/18

合格

97 河南双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新乡市卫滨区龙泉大厦玻璃幕墙工
新乡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级
程

面积6864.27㎡

2020/09/0820/10/18

合格

98 河南双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汇龙国际广场A栋玻璃幕墙施工工
一级

面积6545.67㎡

2020/11/1420/12/25

合格

99 河南双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安阳迎宾小公馆三期5#楼石材墙工 安阳昊澜置业有限公司
一级

面积7455.6㎡

2021/01/2521/03/15

合格

100 河南双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盈盛龙栖湾二期8号楼建筑幕墙工
一级

河南盈盛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6880㎡

2021/04/1521/05/30

合格

101 河南双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南阳金瑞大厦玻璃幕墙工
一级

南阳金瑞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6870㎡

2021/07/1021/08/23

合格

102 河南双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升龙御玺大厦A栋建筑外立面玻璃
一级
幕墙工程

河南龙达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7122㎡

2021/04/1521/05/29

合格

103 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兰誉大厦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宏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55.843万元

2021/03/2321/05/12

合格

104 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科来机械厂设备生产厂房机电设备
河南信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安装工程

单项合同额1869.85万元

2021/06/0121/07/21

合格

105 河南无限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通和·铂菲园5#楼桩基础工程
一级

中牟泰宏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3120千牛

2021/06/2621/07/27

合格

106 河南无限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博御大厦基坑围护工程
一级

焦作世和府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12.8米

2021/08/1321/09/26

合格

107 河南行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新华嘉苑住宅小区1#、2#屋面防水 柘城县富邦华景房地产开发有
工程一级
工程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8/19程2486175.76元
21/09/26

合格

108 河南炎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天成太平洋购物中心消防设施工程 宁波太平洋恒业控股有限公司
一级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2021/01/12工程41621.26平方米
21/04/01

合格

109 河南炎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君盛广场项目消防工程
一级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2021/01/05工程41672.79平方米
21/03/20

合格

河南和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州市新盛超华置业有限公司

110 河南艺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海鑫商务3#楼玻璃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裕鸿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674.22平方米

2019/10/3019/12/08

合格

111 河南艺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东方时代广场2#楼石材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中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355.8平方米

2020/04/0720/05/31

合格

112 河南艺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鼎盛公馆B1#楼玻璃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超达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571.56平方米

2020/08/0120/09/29

合格

113 河南艺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鸿明大厦B座玻璃幕墙工程
一级

安阳空港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682.12平方米

2020/12/0221/01/30

合格

114 河南艺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宏图大厦2号楼玻璃幕墙工程
一级

郑州荣成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356.62平方米

2021/06/0321/07/22

合格

115 河南艺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芳华庭院8号楼石材幕墙工程
一级

郑州客属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455.6平方米

2021/05/2121/07/09

合格

116

河南易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盛世卧龙城二期装修工程
司
工程一级

河南纵鑫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197634.85平方米

2020/04/2020/08/15

合格

117

河南易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邓州建业森林半岛一期装修工程
司
工程一级

邓州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

面积186000平方米

2021/04/1021/07/20

合格

118 河南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前海壹号国际大厦A座玻璃幕墙工
一级
程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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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8平方米

2020/05/1520/07/12

合格

119 河南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前海壹号国际大厦C座玻璃幕墙工
一级
程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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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5平方米

2020/05/2520/07/16

合格

120 河南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未来时代公馆A座幕墙工程
一级

郑州中南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028平方米

2021/03/2421/05/25

合格

121 河南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未来时代公馆B座幕墙工程
一级

郑州中南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6018平方米

2021/06/0821/08/03

合格

122 河南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卓越慧谷大厦1栋幕墙工程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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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9平方米

2020/09/0220/10/28

合格

123 河南永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卓越慧谷大厦2栋幕墙工程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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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6.55平方米

2020/11/0921/01/25

合格

124 河南勇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康苑小区屋面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山东美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76.36万元

2021/02/2321/03/25

合格

125 河南勇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盛莱小区屋面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陕西丰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79.84万元

2021/06/0721/07/07

合格

126 河南勇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豫景苑小区2#楼屋面防水工程
工程一级

陕西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的建筑防水工程
172.47万元

2021/04/1221/05/13

合格

127

河南雨霞建筑防水防腐工程有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民航国际馨苑项目A地块地下车库
升级
限公司
工程一级
顶板防水工程第三标段

河南巴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2.16万元

2020/12/2521/02/03

合格

128

河南雨霞建筑防水防腐工程有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升级
内乡产业园1厂防水工程15标
限公司
工程一级

内乡县牧原现代农业综合体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62560元

2021/02/2821/04/30

合格

129

河南雨霞建筑防水防腐工程有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泰宏建业国际城商业中心一区建筑
升级
河南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限公司
工程一级
防水工程（B2-02地块）

单项合同额1856789元

2021/05/3021/07/13

合格

130

河南裕华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平顶山市香山普门禅寺天王殿仿古 河南世纪华盛置业集团有限公
升级
司
级
建筑工程
司

单体建筑6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筑
668.7平方米

2021/03/1121/06/18

合格

131

河南裕华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升级
龙兴寺仿古建筑工程
司
级

单体建筑6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筑
682.5平方米

2021/03/0821/06/16

合格

许昌金山置业有限公司

132 河南煜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家祥·建欣苑住宅楼防腐保温工程 漯河家祥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防腐保温工 2021/04/12程5441675元
21/06/15

合格

133 河南煜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亚恒时代广场防腐保温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长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防腐保温工 2021/07/14程5217982元
21/09/10

合格

134 河南湛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焦作帝盛国际公馆装修装饰项目
工程一级

焦作市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合同额1711.2975万元

2021/04/2521/07/25

合格

135 河南湛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国宾府售楼部装修装饰项目
工程一级

平顶山市世纪绿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合同额1652.9998万元

2021/05/3121/08/25

合格

136 河南肇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阳光·双溪布洛五期二标段外墙真
洛阳鑫森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一级
石漆装饰装修工程

合同额15517802.9元

2021/08/0221/09/23

合格

137 河南肇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阳光·双溪布洛五期一标段外墙真
洛阳鑫森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一级
石漆装饰装修工程

合同额16086582.34元

2021/08/0521/09/24

合格

138 河南致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周口天明锦江国际酒店装修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省天明锦江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

合同额15168967元

2021/08/2621/09/24

合格

139 河南致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
工程一级
司办公楼装饰装修工程
限公司

合同额15062813元

2021/08/2521/09/23

合格

140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二
升级
兴旺4#仓库钢结构工程
司
级

安徽省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体钢结构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 2021/05/2511040平方米
21/07/13

合格

141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二
升级
恒丰2号厂房钢结构工程
司
级

南京金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钢结构单跨24米以上25米

2021/08/0521/09/24

合格

142 瑞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电子元器件柔性数字化生产线制造
广州天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设备安装工程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1334856.06元

2021/04/0921/06/06

合格

143 瑞朗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加工车间制造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设备安装项目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1761553.18元

2021/07/1321/09/22

合格

144 圣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金玫瑰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工程一级

工程造价1598.8万元

2021/08/0321/09/21

合格

145 圣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装饰装修工程

工程造价1682.5万元

2021/08/0421/09/23

合格

三门峡金玫瑰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146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河南）有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阳光澜岸9#、13#楼建筑智能化工
升级
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周口市鑫宇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 1232.43万元

2021/07/1321/08/21

合格

147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河南）有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力合伊水苑智能化系统安装工程
限公司
工程一级

洛阳力合城建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 1231.36万元

2021/07/0921/08/12

合格

148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河南）有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帝都国际城21#楼建筑智能化工程
限公司
工程一级

洛阳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 1124.56万元

2021/07/0821/08/06

合格

河南昆仑房屋营造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282261.63元

2018/03/0618/07/05

合格

149 郑州宝莲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龙都汇大厦项目中央空调工程
工程一级

150 郑州宝莲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巩义正上豪布斯卡项目通风空调工
巩义市正上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程

单项合同额15450000.00元

2020/06/0120/12/31

合格

151 郑州北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翡翠城1#、2#、3#楼装饰装修工程 邓州中兴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539.1549万元

2021/08/2021/09/18

合格

152 郑州北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四季花城Ⅰ期·牡丹园10#、11#、
河南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12#、13#楼装饰装修工程

单项合同额1583.6603万元

2021/08/1621/09/14

合格

153

郑州第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升级
河南圣德国际大酒店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圣德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司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593718.00万元

2021/08/0621/09/20

合格

154

郑州第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升级
洛阳金灵大酒店建筑防水工程
司
工程一级

单项合同额1732856.00万元

2021/08/1121/09/20

合格

155

郑州第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洛阳市南府店房地产开发有限
升级
龙瑞祥和苑三期2#楼建筑防水工程
司
工程一级
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3128.00万元

2021/08/1221/09/16

合格

洛阳金灵大酒店有限公司

156 郑州海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锦绣佳苑装修装饰工程
工程一级

信阳坤佳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21.9725万元

2020/11/2821/03/18

合格

157 郑州海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碧桂园欧洲城装修装饰工程
工程一级

驻马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601.3038万元

2021/05/1221/08/09

合格

158 郑州汇通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永城职业技术学院电子系统智能化
永城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一级
建设项目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
工程3项1000万元以上

2020/08/1120/09/11

合格

159 郑州汇通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周口市东新区人民医院电子智能化
周口市东新区人民医院
工程一级
建设项目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
工程3项1000万元以上

2020/09/3020/11/03

合格

160 郑州汇通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禹州市人民医院电子智能化建设工
禹州市人民医院
工程一级
程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
工程3项1000万元以上

2020/08/1720/09/25

合格

161 郑州青辰空气净化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洛阳百汇城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

金额1616.35万元

2021/03/1021/05/20

合格

162 郑州青辰空气净化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南阳市中汇购物中心建筑机电安装
南阳市大东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工

金额1636.86万元

2020/11/0221/01/12

合格

单向合同额216.4500万元

2021/09/0921/09/25

合格

163

河南百通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恒安环境治理工程有限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西华建业城三期地下室建筑防水工
升级
西华县置腾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
工程一级
程

164 中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南阳芒果一号华悦酒店中央空调设 河南芒果一号华悦酒店有限公
工程一级
备采购及安装工程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862.7万元

2021/04/3021/06/19

合格

165 中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信阳开元国际饭店中央空调设备采
信阳开元大酒店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购及安装工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96万元

2021/04/2821/06/17

合格

166 中水华通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郑东星河湾建筑智能化设备采购及 郑州市来童寨农业发展有限公
工程一级
安装工程
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

2021/01/1621/04/30

合格

167 中水华通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裕华晴园建筑智能化工程
工程一级

河南裕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

2021/03/1621/06/23

合格

168 中水华通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合和家园智能化建设项目
工程一级

郑州水溪院子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

2021/05/0721/08/04

合格

169 中天骏宏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绿城春风江南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洛阳华蓝置业有限公司

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度超过12米13
米米

2021/01/2521/03/10

合格

170 中天骏宏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城际邻杭商厦4号楼桩基施工工程
二级

海宁市鸿大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2500千牛

2021/02/2621/04/20

合格

171 中天盛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国龙御府二期1#、2#、3#楼屋面防
河南省国龙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水工程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1/11程1528069.39元
21/03/11

合格

172 中天盛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国龙御府二期4#、8#、9#楼屋面防
河南省国龙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一级
水工程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4/10程1562996.48元
21/05/31

合格

173 中天盛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国龙御府二期10#、11#、12#楼屋
工程一级
面防水工程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6/22程1549490.75元
21/08/22

合格

河南省国龙置业有限公司

174 中意达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中德科技园幕墙工程
一级

洛阳慧创园区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米以上
6518平方米

2020/10/1520/11/22

合格

175 中意达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佳田新天地幕墙施工工程
一级

河南佳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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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9平方米

2020/08/2120/10/10

合格

176 中意达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冠瑞财务广场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省冠瑞集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339平方米

2020/11/0220/12/17

合格

177 中意达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金石大厦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河南金石地产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279平方米

2021/01/1121/02/20

合格

178 中意达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MAX世界港大厦幕墙施工工程
一级

漯河华鼎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6319平方米

2020/08/1720/09/26

合格

179 中意达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地房大厦幕墙工程
一级

开封开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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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0平方米

2020/12/1021/01/21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