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郑州市2021年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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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评
间
定结果

河南博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宁陵史丹利·景城花园小区智能化
宁陵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系统工程

单项合同额1205.35万元的建筑建筑智 2020/06/17
能化工程1205.35万元
-20/08/16

合格

河南博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鹿邑熙和园二期·熙和御景园小区
河南瑞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智能化工程

单项合同额1087.96万元的建筑建筑智 2021/03/08
能化工程1087.96万元
-21/05/22

合格

河南博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鲁山滨河御府小区智能化系统工程

平顶山市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067.34万元的建筑建筑智 2021/03/31
能化工程1067.34万元
-21/06/09

合格

河南宸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德晟阳光苑5#、6#、8#楼建筑防水
河南省荣兴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

单项合同额278.172967万元

2021/05/27
-21/07/06

合格

河南宸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名门未来智慧酒店室内装修装饰工 南阳名门未来酒店管理有限公
程
司

单项合同额1539.149643万元

2021/03/09
-21/04/13

合格

河南宸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中泰铭佳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南阳中泰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89.538526万元

2021/08/27
-21/10/11

合格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建东嘉园6#楼装修工程

平顶山市石龙区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738.2万元

2021/08/17
-21/10/11

合格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福源铭苑2#楼装修装饰工程

鹤壁市贞和源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855.3万元

2021/08/13
-21/10/08

合格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科达商务办公楼装修装饰工程

焦作市峰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856.799万元

2021/08/30
-21/09/19

合格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金玉兰商厦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国润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83.633万元

2021/09/30
-21/10/20

合格

河南海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璟都国际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启元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97.639758万元

2021/03/19
-21/05/28

合格

河南海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宇信凯旋城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省宇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142.824742万元

2021/06/18
-21/08/07

合格

河南海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美盛白河湾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南阳美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07.269468万元

2021/08/23
-21/10/22

合格

河南吉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中原九鼎毓秀1#楼建筑智能化工程 孟州中原国骅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 1342.21万元

2020/02/11
-20/04/17

合格

河南吉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关圣苑3#楼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中中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 1186万元

2020/05/21
-20/07/21

合格

河南吉之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锦绣新苑1#楼建筑智能化工程

浚县龙兴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 1311.86万元

2020/08/18
-20/10/21

合格

河南嘉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朔州市柒天快捷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朔州市柒天快捷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1/04/22
-21/06/22

合格

河南嘉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邢台市辰光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1/08/30
-21/10/18

合格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单项合同额512.8512万元

2021/06/30
-21/08/09

合格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单项合同额576.8632万元

2021/08/20
-21/09/29

合格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单项合同额516.9856万元

2021/07/02
-21/08/11

合格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二级

贾鲁河湿地公园景观照明设施养护
西华县城市管理局
工程

年养护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 0.65万KW

2021/08/25
-21/10/04

合格

河南彰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王城府邸三期防水施工工程

洛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2021/09/30
程208.17万元
-21/10/27

合格

河南壮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青阳·壹号公寓1#楼顶防水工程

常州九龙青阳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

2021/07/05
-21/07/27

合格

河南壮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大明宫馆1#楼地库顶板防水工程

西安精筑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

2021/08/17
-21/09/08

合格

河南壮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东湖云杉郡地库顶板防水工程

杭州富云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

2021/09/29
-21/10/23

合格

汇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博群上和院6#、7#楼防腐保温工程 淮阳县博群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552.13万元万元

2020/06/09
-20/10/16

合格

汇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太康上海花园18#楼防腐保温工程

合同额529.58万元万元

2019/09/23
-19/12/31

合格

河北辰光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市黄河大道（太行大道至929
省道路段）道路照明工程（180KVA 原阳县城市管理局
箱式变配电）
商丘市睢县050县道（012乡道至世
睢县城市管理局
纪大道路段）道路照明工程
（180KVA箱式变配电）
虞城县胜利路（漓江大道至黄河路
段）道路照明工程（180KVA箱式变 虞城县城市管理局
配电）

太康隆源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现代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宏泰园小区二期防水工程

濮阳市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221.739548万元

2021/08/30
-21/09/24

合格

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倚林佳园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信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316.872万元

2020/10/10
-20/12/09

合格

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克莱服装厂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德润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360万元

2020/12/28
-21/02/26

合格

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宜和园居民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平顶山市深百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63.85万元

2021/03/18
-21/05/17

合格

河南宽卓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乐多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新乡伟业置地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96.9945万元

2021/09/28
-21/10/23

合格

河南宽卓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文化商务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安阳昊澜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52.31万元

2021/09/30
-21/10/25

合格

河南可凡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云星钱隆誉景3#楼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7.8462万元

2021/07/16
-21/08/26

合格

河南可凡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骏·世界城项目展示中心装修工程

平顶山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50万元

2021/09/11
-21/10/20

合格

河南林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驻马店爱克建国国际酒店中央空调 河南爱克建国国际酒店有限公
设备采购及
司

单项合同额15463130.18元元

2021/09/15
-21/10/25

合格

河南林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驻马店星际国际酒店中央空调设备 驻马店市星际国际酒店管理有
采购及安装项目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615156.91元元

2021/09/27
-21/10/27

合格

升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盛世国际城建筑智能化工程

南阳亿鑫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32.458929万元

2021/03/11
-21/04/30

合格

升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福田湛鱼台建筑智能化工程

舞钢市福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87.512936万元

2021/03/08
-21/04/26

合格

升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翰林名门新城国际智能化系统工程

息县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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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74469万元

2021/05/18
-21/06/30

合格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信步闲庭花园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华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926.3521万元

2021/06/23
-21/08/02

合格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希达尔城国际酒店机电安装工程

河南光怡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92.5871万元

2021/08/11
-21/09/20

合格

河南易达电器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山东保航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研 山东保航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发中心通风空调机电安装工程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97.5369万元

2021/07/09
-21/08/23

合格

河南易达电器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中瑞华庭大厦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605.2692万元

2021/09/02
-21/10/18

合格

河南名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电子智能化安装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工程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环境工程2101.12万元

2021/08/04
-21/09/17

合格

河南名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陕西流金数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电 陕西流金数码光电科技有限公
子元器件生产车间流水线安装工程 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环境工程2080.21万元

2021/06/11
-21/07/20

合格

洛阳市文兴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圣昆嘉园机电安装工程

太湖县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40.28万元

2021/08/08
-21/09/10

合格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盛和大厦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山东盛唐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43.80万元

2021/09/24
-21/10/24

合格

河南蓝耐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059.66万元

2021/08/24
-21/10/13

合格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怡飞大厦弱电智能化项目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天明江山花园一期 2#～4#楼弱电工
洛阳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程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085.27万元

2021/08/20
-21/10/11

合格

河南东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天明江山花园一期 6#～8#弱电工程 洛阳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1064.28万元

2021/08/26
-21/10/15

合格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通州区运河核心区 2A商务办公楼等
3项项目机电安装分包工程 （一标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段）

单项合同额1573.04万元

2019/11/15
-20/08/15

合格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郑州龙子湖智选假日酒店机电安装 河南汇艺置业有限公司郑州龙
工程
子湖智选假日酒店

单项合同额1548万元

2017/08/01
-18/04/30

合格

河南旷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洛阳九都店（1F、2F、3F）装修工
洛阳丹尼斯量贩有限公司
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74.6101万元

2021/10/13
-21/10/27

合格

河南旷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九洲城项目地块五 A标段公共区域
装饰工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05.0145万元

2021/10/12
-21/10/26

合格

郑州永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二级

建业碧桂园天玺项目起重设备安装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拆卸合同

800KN·m/台8KN·m/台

2020/03/04
-21/03/31

合格

信阳市盈盛财富中心中央空调及自
信阳五岳置业有限公司
动化控制系统安装项目

单项合同额1670.437557万元

2021/03/25
-21/06/08

合格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洛阳汉德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南阳市华耀城中央空调安装工程

南阳市华耀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74.965374万元

2020/07/24
-20/10/22

合格

河南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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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诚博雅世纪花园商业广场装修工 信阳市忠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程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功能工程1500万元

2021/10/12
-21/10/26

合格

河南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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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二期装修工程 商丘佳海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功能工程1500万元

2021/10/13
-21/10/27

合格

昌建璟上1#、2#楼建筑防水工程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2021/09/29
程225万元
-21/10/27

合格

河南万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河南松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欧园英邦3#、4#、5#楼装修装饰工
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
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82.17万元

2021/08/03
-21/09/26

合格

河南松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欧园英邦6#、7#、8#楼装修装饰工
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
程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671.93万元

2021/08/19
-21/10/11

合格

河南壮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济南骏腾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山东骏腾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1/08/18
-21/10/09

合格

河南壮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茂海悦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石家庄中茂海悦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1/06/03
-21/07/30

合格

河南省永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兵工新城12#楼、13#楼防水工程

南阳北方三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2021/03/13
程166.4万元
-21/04/27

合格

河南省永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汇豪天下7#、8#楼建筑防水工程

商丘市三松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2021/04/09
程154.7万元
-21/05/22

合格

河南省永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绿都上河城6#、7#楼防水工程

开封市绿都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2021/01/23
程155.6万元
-21/03/08

合格

河南易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禧祥花苑智能化工程

开封嘉堂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10万元

2020/08/18
-20/12/24

合格

河南易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盛世卧龙城二期智能化工程

河南纵鑫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62万元

2020/04/10
-20/07/09

合格

河南易居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升级
司
工程一级

邓州建业森林半岛一期智能化工程 邓州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100万元

2020/11/25
-21/04/20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