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郑州市2021年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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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新芒果御象湖项目一期装饰装修工
程

中牟新芒果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00万元

2020/09/17
-20/11/17

合格

2 国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大正鲲园1#、2#楼公共区域精装修
工程

郑州瑞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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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

2021/03/08
-21/05/08

合格

3 河南承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都市花园3#楼消防设施工程
焦作市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0861平方米

2021/03/01
-21/04/07

合格

4 河南承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华景国际5#楼消防设施工程
焦作市东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1327平方米

2021/04/23
-21/06/03

合格

5 河南承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绿都大厦网络机房、消防控制室智
能化安装工程

南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805813元

2020/11/23
-21/01/07

合格

6 河南承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润宁华府建筑智能化安装工程 河南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 11003999元

2021/01/29
-21/03/22

合格

7 河南承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绿地新城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河南绿地御湖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898201元

2021/04/16
-21/06/04

合格

8 河南城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郑州市中原区西石羊寺城中村装修
项目

新纪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500万元以上1666.537261万元
2020/04/19
-20/07/18

合格

9 河南城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弘润华夏大酒店主楼装修工程 郑州弘润华夏大酒店有限公司 1500万元以上1641.75万元
2019/03/25
-19/08/25

合格

10 河南大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确山县人民医院综合楼装修装饰工
程

确山县人民医院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项目1项

2020/06/23
-20/10/21

合格

11 河南大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焦作盛业.清华园10号楼、11号楼
装修装饰工程

焦作市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项目1项

2020/11/25
-21/03/20

合格

12 河南大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许昌市天宝盛世花园建筑防水工程 河南许继平安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项

2020/09/29
-21/01/17

合格

13 河南砥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赛纳溪谷16#、17#楼装修装饰工程 焦作锦隆建开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 1636.83万元
2021/02/23
-21/03/24

合格

14 河南砥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天鹏皇朝一期6#、7#楼装修装饰工
程

河南省天鹏煌朝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 1542.18 万元
2020/11/07
-20/12/06

合格

15 河南东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幸福花园5#楼地基基础工程
沈丘县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地上14层，建筑高度为41.50米地上14
层，建筑高度为41.50米米

2021/02/03
-21/04/14

合格

16 河南东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驻马店市鹏宇城1#楼桩基 河南绿创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桩基础工
程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桩基础
工程千牛

2021/02/05
-21/04/11

合格

17 河南风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海韵世纪公园建筑智能化工程 范县海韵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41.885136万元

2021/02/22
-21/04/08

合格

18 河南风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沁园工业园厂房智能化工程
济源市沁园工业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210.692231万元

2021/05/07
-21/06/16

合格

19 河南风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大唐·天龙郡帝湖智能化系统工程 沈丘县龙之梦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183.546359万元

2021/03/09
-21/04/28

合格



20 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新乡市红旗区金色奥园地基基础工
程

新乡大东吴房产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4500
千牛

2020/11/06
-20/12/31

合格

21 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新城花园基坑围护工程 鹤壁市名盛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13.5米

2020/12/01
-21/06/10

合格

22 河南高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懿品悦府7#楼地基基础工程 郑州恩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层数13层
2020/07/20
-20/09/20

合格

23 河南高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新尚空间大厦桩基工程 河南康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100  千牛
2020/07/15
-20/09/15

合格

24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科隆科技大厦消防工程 开封市裕鸿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
2021/05/27
-21/06/26

合格

25
河南高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米迪服饰办公楼消防工程 河南天佑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6300平方米
2021/05/26
-21/06/25

合格

26
河南工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安阳市县前街高阁寺仿古建筑工程
安阳古城保护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面积632.8平方米
2021/05/06
-21/06/15

合格

27
河南工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开封西湖商业服务区集贤楼项目
10#院仿古建筑工程

开封城市运营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建筑面积711.59平方米
2021/04/27
-21/06/11

合格

28
河南工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漯河市畅园国际二期B座办公楼地
基基础工程

漯河鼎昱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物高度30层
2021/04/30
-21/06/09

合格

29
河南工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栾川东展·旖和园13#楼CFG桩基础
工程

栾川德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桩承受设计载荷3200千牛
2021/05/04
-21/06/13

合格

30 河南古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正弘悦府四期8号楼地基基础（桩
基）工程

商丘市瑞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工
程25层以上层

2021/05/17
-21/06/21

合格

31 河南古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御景华庭二期桩基工程 洛阳御景置业有限公司
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度超过18米的
其他地基处理工程超过18米米

2021/05/15
-21/06/24

合格

32 河南光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美的·锦观城2号楼 消防设施工程
邯郸市美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
2020/09/28
-20/11/18

合格

33 河南光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天鸿万象东方5号楼消防设施工程 济南鸿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
2021/02/05
-21/04/05

合格

34 河南光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江苏硕阳基础电子产品制造设备安
装工程

江苏硕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
2021/04/26
-21/06/16

合格

35 河南光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嘉鸿电子产品制造设备安装工程 广东嘉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
2020/12/09
-21/01/19

合格

36 河南光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1/03/12
-21/04/21

合格

37 河南光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苏州新城花园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苏州新城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
2021/05/13
-21/06/22

合格

38 河南浩合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五岳大厦A座室内装修装饰工程 五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90.147352万元

2021/03/12
-21/05/11

合格

39 河南浩合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五岳大厦B座室内装修装饰工程 五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78.018942万元

2021/03/15
-21/05/17

合格

40 河南河之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锦洋天玺1#楼幕墙工程 开封市盛广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603.3775万元
2020/09/10
-20/11/10

合格

41 河南河之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锦洋天玺3#楼幕墙工程 开封市盛广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94.96万元
2020/09/10
-20/11/10

合格

42 河南河之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希望组团一期13#楼幕墙工程 洛阳康鑫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459.444万元
2018/04/20
-19/10/20

合格



43 河南河之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新希望组团一期12#楼幕墙工程 洛阳康鑫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457.4908万元
2018/04/20
-19/10/20

合格

44 河南河之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郑州金马凯旋家居CBD一期2#楼幕
墙工程

河南金马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675.95万元
2017/10/10
-18/01/10

合格

45 河南河之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郑州金马凯旋家居CBD一期1#楼幕
墙工程

河南金马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662.31万元
2017/10/10
-18/01/10

合格

46
河南恒瑞消防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备电
厂3#锅炉钢结构防腐工程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额522万元
2019/11/20
-20/05/17

合格

47
河南恒瑞消防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辽宁东方发电有限公司2*350MW机
组烟气脱硫改造烟囱防腐工程

辽宁东方发电有限公司 合同额512.4万元
2020/06/10
-20/11/21

合格

48 河南弘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平顶山名豪假日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平顶山市名豪假日酒店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58.814360万元
2021/05/06
-21/06/25

合格

49 河南弘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平顶山市金沙湾大酒店装修装饰工
程

平顶山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11.478256万元
2021/04/30
-21/06/24

合格

50 河南华为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安阳宜居畅苑小区5#、6#、8#楼建
筑防水工程

安阳市宜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0.54万元160.54万元
2019/10/31
-20/01/04

合格

51 河南华为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鹤壁天鹏晟景小区屋面防水工程 鹤壁天鹏煌朝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7.26万元157.26万元
2020/07/15
-20/09/13

合格

52 河南华为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驻马店旭强首府小区2#、3#、5#楼
防水工程

河南省旭强实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1.58万元161.58万元
2020/12/24
-21/03/04

合格

53 河南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天翔大厦A栋室内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百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36.1万元

2021/04/27
-21/06/15

合格

54 河南嘉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天翔大厦B栋室内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百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27.87万元

2021/04/30
-21/06/17

合格

55 河南杰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博凯药业有限公司办公楼中央空调
系统安装工程

博凯药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6万元
2021/03/20
-20/04/28

合格

56 河南杰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新乡市慈力慧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行政楼多联机空调设备及公共部位
风冷模块空调设备安装工程

新乡市慈力慧通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54.6万元
2021/05/14
-21/06/27

合格

57 河南锦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民权德商村镇银行办公楼室外幕墙
工程

民权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幕墙面积6253平方米
2020/04/08
-20/06/26

合格

58 河南锦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海悠然苑项目售楼部幕墙工程 郑州海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128平方米
2020/04/10
-20/05/29

合格

59 河南锦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海玖园项目2#楼幕墙工程 郑州海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078平方米
2020/07/08
-20/09/05

合格

60 河南锦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海玖园项目3#楼幕墙工程 郑州海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097平方米
2020/07/16
-20/09/13

合格

61 河南锦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海玖园项目10#楼幕墙工程 郑州海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032平方米
2020/09/21
-20/11/24

合格

62 河南锦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中海玖园项目15#楼幕墙工程 郑州海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051平方米
2020/09/29
-20/12/07

合格

63 河南景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南阳市常绿卧龙府一期4#、5#、6#
楼防水工程

南阳市泰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235.814758万元
2020/07/10
-20/08/24

合格

64 河南景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孟州快活林文旅小镇项目6#楼装饰
装修工程

孟州豫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19.322736万元
2021/03/30
-21/04/24

合格



65 河南景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濮阳市物华国际城枫叶广场3期22#
楼装饰工程

濮阳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646.517968万元
2021/05/17
-21/06/16

合格

66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沈丘康馨国际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省康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60.94万元1560.94万元
2021/03/29
-21/04/23

合格

67 河南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平顶山九龙广场2#楼装修装饰工程
平顶山市中远尧基置业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74.96万元1574.96万元
2021/05/18
-21/06/17

合格

68
河南九泰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西平建业春天里居民用房防水工程 西平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242.99万元

2021/04/21
-21/06/15

合格

69 河南科正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佳利名门18#楼地基基础工程
河南佳利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26层
2021/03/08
-21/05/12

合格

70 河南科正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翡翠誉园基坑支护工程 洛阳仁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13
米

2020/11/06
-20/12/29

合格

71 河南雷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书苑暮光小区3#楼地基基础工程 陕西宝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基础2130、2160千牛

2021/04/07
-21/05/09

合格

72 河南雷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二级

江河锦业基坑围护工程 陕西金阁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9米的基坑围护工程12米
2021/05/25
-21/06/23

合格

73 河南雷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马拉国际酒店机电安装工程 山西晋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11.22万元

2021/03/05
-21/04/13

合格

74 河南雷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二级

方圆环际小区机电安装工程
太湖县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859.74万元

2021/05/15
-21/06/23

合格

75 河南雷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阳光相乘小区屋面建筑防水工程
陕西龙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17.32万元

2021/02/20
-21/03/21

合格

76 河南丽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辛图大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德州佳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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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32万元

2021/05/22
-21/06/24

合格

77 河南丽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木洋嘉园华商场装修工程
济宁市立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65.28万元

2021/05/16
-21/06/24

合格

78 河南丽景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许昌古城公园仿古建筑修建工程 许昌汉威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工程单体建筑面积375平方米平方米

2021/03/21
-21/04/21

合格

79 河南丽景实业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曹魏古城北居阁仿古建筑修建工程 许昌汉威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工程单体建筑面积386平方米平方米

2021/03/23
-21/04/23

合格

80 河南凌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文苑小区桩基础工程 河南利达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4500千牛
2021/04/21
-21/05/21

合格

81 河南凌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米勒大厦基坑围护工程 河南顺驰地产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13米
2021/04/28
-21/05/28

合格

82 河南隆鑫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原阳曼哈顿大商业消防设施安装工
程

新乡市恒辉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4.972399万平方米
平方米

2019/06/26
-19/10/27

合格

83 河南隆鑫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商丘理工学院基础实验实训中心消
防及报警联动系统工程

商丘理工学院
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4.8328万平方米平
方米

2018/04/30
-18/07/29

合格

84 河南铭筑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华乐国际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三门峡中隆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52.6331万元
2021/01/13
-21/03/14

合格

85 河南铭筑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同福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南阳市天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722.1519万元
2021/03/30
-21/05/29

合格

86 河南诺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豫隆大厦智能化系统安装工程 洛阳砺坤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690051元

2021/05/11
-21/06/22

合格



87 河南诺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茗安智慧港建筑智能化工程 信阳奥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0215145.16元

2021/05/13
-21/06/23

合格

88 河南诺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宇达名郡二期建筑智能化工程 许昌中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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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2986.53元

2021/05/10
-21/06/22

合格

89 河南启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香莱郡1#、2#、3#、4#楼地下室防
水工程

河南盛世宏远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28609.09平方米
2021/04/16
-21/05/30

合格

90 河南启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天华商场地下车库防水工程 河南金地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26883.3平方米
2021/04/20
-21/05/14

合格

91 河南启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满仓仓库1#、2#、3#仓防水工程 洛阳市金鹏物流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
2021/04/28
-21/05/17

合格

92
河南庆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汝南建业城二期防水工程 汝南建东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83412元

2021/02/24
-21/04/07

合格

93
河南庆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国龙绿城怡园5#、6#、7#楼防水工
程

河南省国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545400元

2021/05/12
-21/06/15

合格

94
河南庆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项城建业城三期3#、5#、6#楼及地
下室防水工程

项城市腾业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1639670元

2020/06/10
-20/07/27

合格

95
河南仁合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新乡市润华翡翠城3#楼桩基础工程 河南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
2021/05/22
-21/06/20

合格

96
河南仁合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南阳市常绿·林溪谷6#楼地基基础
工程

南阳市常绿置业有限公司 层数32层
2021/05/26
-21/06/25

合格

97
河南荣鼎科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时代领峰小区智能化建设工程
佛山市时代睿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万元

2020/06/23
-20/08/10

合格

98
河南荣鼎科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拉萨万达广场酒店智能化工程
拉萨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万元

2020/09/01
-20/10/30

合格

99
河南荣鼎科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乌鲁木齐富力万达文华酒店智能化
建设工程

乌鲁木齐万达文华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万元

2020/07/17
-20/09/14

合格

100 河南三原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新乡全程热恋主题酒店装饰工程
新乡市全城热恋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项

2019/09/21
-19/12/30

合格

101 河南三原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华都酒店（北四环店）装修工程 郑州文献华都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项

2020/06/27
-20/10/25

合格

102 河南三原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世纪香熙园一期建筑智能化工程 郑州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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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项

2020/01/16
-20/06/14

合格

103 河南三原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秦庄棚户区改造朗悦公园府一期
（M38-1）智能化工程

河南郎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项项

2020/01/20
-20/06/15

合格

104 河南三原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锦艺城购物中心智能化及综合管理
软件安装工程

河南锦恩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
化工程1项项

2020/11/16
-21/04/15

合格

105 河南三原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中梁阳光城.壹号院消防设施工程 焦作梁顺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2134.6平方米平方米

2020/11/06
-21/04/05

合格

106 河南三原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许昌恒大悦龙台二期消防设施工程 许昌裕丰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2446.80平方米平方米

2020/11/10
-21/04/09

合格

107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平顶山财富大厦A座装修工程
平顶山市融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251939.28元

2021/03/05
-21/04/23

合格

108 河南深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平顶山财富大厦B座装修工程
平顶山市融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132252.5元

2021/03/12
-21/05/17

合格

109 河南省鸿豫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郴州友阿国际广场消防系统安装工
程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1612.16㎡平方米
2020/09/23
-20/11/22

合格



110 河南省鸿豫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郴州生源时代广场消防系统安装工
程

郴州市生源时代广场商业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4965.28㎡平方米
2021/01/11
-21/03/02

合格

111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颂溪家园一期2号楼、4号楼防水工
程

河南宏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200万元

2020/06/01
-20/08/07

合格

112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万和商务大厦A座幕墙工程 江苏富轩实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000平方米

2019/03/13
-19/05/13

合格

113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万和商务大厦B座幕墙工程 江苏富轩实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000平方米

2019/06/05
-19/08/10

合格

114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华威国际中心1栋幕墙工程 浙江盈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000平方米

2020/04/20
-20/06/20

合格

115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华威国际中心2栋幕墙工程 浙江盈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000平方米

2020/05/21
-20/07/26

合格

116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智谷创业大厦B1栋幕墙工程 广东正鼎投资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000平方米

2018/08/13
-18/10/22

合格

117 河南省隆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智谷创业大厦C2栋 幕墙工程 广东正鼎投资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6000平方米

2018/11/12
-19/01/12

合格

118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恒大紫荆学府（一期）智能化项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75.369442万元
2020/08/01
-20/09/19

合格

119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荣禾云图中心建筑智能化系统施工 西安曲江荣盛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352.9512万元
2020/04/15
-20/07/13

合格

120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青岛市中天·溪风雅韵小区建筑智
能化工程

青岛中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436.0450万元
2020/04/26
-20/07/24

合格

121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培训中心综合楼建筑防水工程 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11万元
2021/01/20
-21/02/19

合格

122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培训中心专家楼精装修工程 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20万元
2021/02/25
-21/04/06

合格

123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创新中心VR体验室装修工程
南昌虚拟现实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36.9万元
2021/04/13
-21/05/25

合格

124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瑞星花园3#楼消防设施工程 平顶山市百顺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2916.69平方
2020/08/06
-20/11/16

合格

125
河南省森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瑞星花园5#楼消防设施工程 平定山市百顺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3042.64平方
2020/11/25
-21/03/15

合格

126 河南省首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金源.东方御府2#地基基础工程
长垣县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30层
2020/11/19
-21/01/18

合格

127 河南省首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茉莉小镇住宅小区基坑围护工程 舞阳茉莉置业有限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14
米

2020/10/21
-20/12/15

合格

128 河南省泽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神通寺仿古建筑工程 山东盛唐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工程325.40平方米

2021/04/26
-21/06/04

合格

129 河南省泽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二
级

纪念亭仿古建筑工程 陕西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
筑工程318.00平方米

2021/03/01
-21/04/06

合格

130
河南省长远基础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翰林华府7#楼桩基础工程 河南华友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4800千牛

2020/11/20
-20/12/19

合格

131
河南省长远基础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兴华苑小区13#楼地基基础工程 许昌碧御置业有限公司
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的地基基础工
程26层

2020/10/13
-20/11/11

合格

132 河南世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青岛雄风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厂房防
水施工项目

青岛雄风实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1万元
2021/05/21
-21/06/20

合格



133 河南世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裕天城市星座A座装修装饰施工工
程

阳城县惠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万元
2021/04/30
-21/06/14

合格

134 河南世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裕天城市星座B座装修装饰施工工
程

阳城县惠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万元
2021/05/08
-21/06/17

合格

135 河南泰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欧诺小区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南京金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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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6.78万元

2021/01/18
-21/04/15

合格

136 河南泰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嘉禾名郡小区机电安装项目 陕西华翼房地产有限公司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1572.28万元
2020/09/16
-20/12/14

合格

137 河南天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北晨嘉园23#、24#楼建筑防水工程
鹤壁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金额 158.73万元
2021/02/26
-21/04/17

合格

138 河南天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家源·阳光城5#、6#楼建筑防水工
程

安阳市家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金额 160.11万元
2021/03/03
-21/04/26

合格

139 河南天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锦瑞家园1#、2#楼建筑防水工程 商丘市锦瑞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164.86万元
2021/03/16
-21/05/11

合格

140
河南天之龙消防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绿都·云上风华小区5号楼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

南阳同盈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 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54.972867万元

2021/04/22
-21/06/11

合格

141
河南天之龙消防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洛阳中德科技园A栋中央空调系统
安装工程

洛阳慧创园区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 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90.256637万元

2021/04/22
-21/06/08

合格

142 河南同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郸城田园假日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郸城县田园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80.463218万元
2021/03/25
-21/04/24

合格

143 河南同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信阳凤沃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信阳凤沃宾馆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36.168522万元
2021/05/18
-21/06/17

合格

144 河南万巨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汝州市民生美庐园三期7、8#住宅
楼防水工程

汝州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3项1项

2020/08/17
-20/10/26

合格

145 河南万巨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汝州市民生美庐园三期6、9#住宅
楼防水工程

汝州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3项1项

2020/11/16
-21/01/15

合格

146 河南万巨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平顶山市新城中心博物馆建筑防水
工程

平顶山市和顺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3项1项

2020/05/11
-20/07/05

合格

147 河南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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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县华洋天玺建筑防水工程 温县华洋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7.8万元
2019/02/27
-19/11/23

合格

148 河南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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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洋湖畔天著建筑防水工程 温县华洋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2.86万元
2020/04/05
-21/03/03

合格

149 河南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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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金辉优步花园建筑防水工程
郑州金辉合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70万元
2020/11/25
-21/05/03

合格

150 河南伟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浩宇大厦幕墙工程 河南永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530.2平方米
2019/07/10
-19/09/08

合格

151 河南伟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艾美国际酒店幕墙工程
河南中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幕墙面积7305平方米
2019/10/24
-19/12/23

合格

152 河南伟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丰裕大厦幕墙工程 河南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7032.5平方米
2020/04/22
-20/06/21

合格

153 河南伟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奥莱大厦幕墙工程 河南雅宝地产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802平方米
2020/08/06
-20/10/05

合格

154 河南伟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四通酒店幕墙工程 洛阳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7177平方米
2020/11/20
-21/01/19

合格

155 河南伟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华茂酒店幕墙工程 河南亚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702平方米
2021/03/05
-21/05/04

合格



156 河南祥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古都尚郡1#楼及地下车库消防系统
工程

洛阳海晨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1065.28平方米
2021/02/28
-21/04/13

合格

157 河南祥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香榭里·兰溪33#楼及地下车库消
防设施工程

洛阳融增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6959.91平方米
2021/03/02
-21/04/15

合格

158 河南翔顺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锦绣花园小区8#楼地基与基础工程 焦作兴盛置业有限公司 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26层
2021/04/19
-21/05/18

合格

159 河南翔顺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盛世泽园8#楼CFG桩复合地基工程 淅川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度超过18米
19.5米

2021/04/23
-21/05/22

合格

160
河南新浦汇建筑智能化工程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凤起宸鸣项目弱电智能化安装工程 河南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额1054.2592万元
2020/01/10
-20/04/10

合格

161
河南新浦汇建筑智能化工程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晖达新世界二期A区、二期B区、三
期A区、三期B区智能化系统安装工
程

河南晖达嘉睿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1099.7684万元
2020/06/20
-20/10/20

合格

162
河南新浦汇建筑智能化工程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普罗城9号院智能化系统安装工程 郑州普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额1107.82  万元
2019/05/30
-19/09/30

合格

163 河南新天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合生·富春园装饰装修工程 河南合生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1620.3043万元
2021/04/16
-21/05/25

合格

164 河南新天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洛阳全悦精品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洛阳全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1660万元
2021/02/26
-21/03/28

合格

165
河南新通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丹江国际酒店中央空调设备采购及
安装工程

河南丹江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202196.98元

2020/07/20
-20/09/17

合格

166
河南新通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一级

天地辉煌国际大厦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

河南天地辉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15321793.26元

2020/10/30
-21/01/05

合格

167 河南新志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洛阳分
公司办公楼装修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洛阳分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程、工程质量合格1516.27万元

2020/08/12
-20/09/30

合格

168 河南新志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分公司
商丘分公司营业厅装修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商丘分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装修装饰工
程、工程质量合格1604.56万元

2020/04/24
-20/06/23

合格

169 河南新志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河南移动分公司鹤壁市平安城市视
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三方合作伙伴
引入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鹤壁分公司

电子系统工程1407.97 万元
2020/12/01
-21/03/01

合格

170 河南新志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
司能源拓展部濮阳市视频监控平台
集成项目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
分公司

电子系统工程1186.73万元
2020/03/30
-20/11/30

合格

171 河南新志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商
丘分公司关于【2020年-2021年公
安局开发区分局视频监控维保采购
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商丘分公司

电子系统工程1114.37万元
2020/10/28
-21/01/31

合格

172
河南鑫科宝迪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信钢凯旋广场1#、2#、3#楼装饰装
修工程

信阳市平桥区府前圣源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额1618万元
2021/04/16
-21/06/04

合格

173
河南鑫科宝迪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太康上海花园16#、17#、18#、19#
楼装饰装修工程

太康隆源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额 1708.1475万元
2021/04/10
-21/06/08

合格

174 河南兴正隆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神火民生公寓1#楼桩基工程 商丘聚财置业有限公司
单桩承受设计荷载 3000千牛以上的桩
基础工程3300千牛

2021/03/10
-21/04/29

合格

175 河南兴正隆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安阳市殷都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
目基坑支护工程

安阳惠民住房保障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12.37米

2021/03/05
-21/05/14

合格



176 河南壹仕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绿城·留香园1#、2#、5#楼建筑防
水工程及地下停车场防水工程

温州绿城浙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

2020/08/22
-20/11/17

合格

177 河南壹仕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浙江山田大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浙江山田大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

2020/05/06
-20/08/07

合格

178 河南壹仕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湖南华悦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湖南华悦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

2020/04/26
-20/07/29

合格

179 河南益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中牟县宏达国际车业广场二期项目
消防工程

郑州日昇宏达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1502平方米

2021/04/19
-21/05/23

合格

180 河南益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新乡紫荆科技园发展大厦消防施工
项目

新乡县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3160.5平方米

2021/05/07
-21/06/06

合格

181
河南翌硕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一级

新发展楷林广场项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累计安装拆卸1600千牛.米以上的塔式
起重机8台次5台次台次

2020/03/12
-21/10/10

合格

182
河南翌硕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一级

红星天悦一区施工总承包项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累计安装拆卸1600千牛.米以上的塔式
起重机8台次2台次台次

2020/06/15
-21/02/03

合格

183
河南翌硕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一级

河南省职工文体中心项目施工总承
包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累计安装拆卸1600千牛.米以上的塔式
起重机8台次1台次台次

2020/11/02
-20/11/30

合格

184 河南永全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和園小区16#楼新时代公寓消防工
程

新密市金海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的施工40104.86平方米

2018/11/12
-19/01/07

合格

185 河南永全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御馨花都7#楼消防工程 河南林银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的施工42128平方米

2019/03/04
-19/04/26

合格

186 河南宇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慧翔云溪4号楼玻璃幕墙工程
天津市慧翔华瑞林投资有限公
司

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墙施工6326.00
平方米

2021/03/01
-21/05/12

合格

187 河南宇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慧翔云溪5号楼玻璃幕墙工程
天津市慧翔华瑞林投资有限公
司

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墙施工6298.57
平方米

2021/03/16
-21/05/25

合格

188 河南宇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慧翔云溪6号楼玻璃幕墙工程
天津市慧翔华瑞林投资有限公
司

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墙施工6285.58
平方米

2021/03/31
-21/06/07

合格

189 河南宇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1668新时代广场 A-1#楼幕墙工程 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
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墙施工6897.00
平方米

2021/03/17
-21/05/07

合格

190 河南宇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1668新时代广场A-2#楼幕墙工程 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
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墙施工6513.51
平方米

2021/04/06
-21/06/04

合格

191 河南宇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1668新时代广场A-3#楼幕墙工程 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
6000平方米以上建筑幕墙施工6719.36
平方米

2021/04/19
-21/06/15

合格

192 河南悦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金魏港湾5#楼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迪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94.47万元
2021/04/07
-21/05/25

合格

193 河南悦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万景花园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漯河市万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51.24万元
2021/04/13
-21/05/21

合格

194 河南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安阳市东方明珠2期A区店建筑幕墙
工程

河南宸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幕墙面积7462平方米的建筑幕墙工程
7462平方米

2019/05/06
-19/07/04

合格

195 河南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商丘市和谐新苑6#楼建筑幕墙工程 商丘瑞海置业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420平方米的建筑幕墙工程
6420平方米

2019/08/16
-19/10/14

合格

196 河南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许昌市鸿宝大酒店建筑幕墙工程 河南基迈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7546平方米的建筑幕墙工程
7546平方米

2019/11/17
-20/01/15

合格

197 河南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信阳市金色水岸小区2#楼建筑幕墙
工程

河南太古置业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365平方米的建筑幕墙工程
6365平方米

2020/05/06
-20/07/04

合格

198 河南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洛阳市瑞博大厦建筑幕墙工程 河南文隆置业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885平方米的建筑幕墙工程
6885平方米

2020/08/17
-20/10/15

合格



199 河南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一级

漯河市东郡华府小区3#楼建筑幕墙
工程

河南纵横置业有限公司
幕墙面积6438平方米的建筑幕墙工程
6438平方米

2020/12/04
-21/02/01

合格

200
河南云图数智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洛阳市安泰山水华庭2#楼建筑智能
化工程

洛阳豫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227.812563万元
2020/04/27
-20/06/21

合格

201
河南云图数智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宜阳建业森林半岛26#楼建筑智能
化工程

河南康仕居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307.641817万元
2020/08/17
-20/10/16

合格

202
河南云图数智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三门峡鸿庆国际大厦建筑智能化工
程

三门峡万兴豪家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369.932156万元
2020/09/28
-20/11/17

合格

203
河南云图数智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周口川汇昌建广场C栋消防工程 周口昌建北区地产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40192.6平方米
2020/03/30
-20/05/14

合格

204
河南云图数智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新乡市孟电·观澜壹号项目一期
27#楼消防工程

河南孟电集团恒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40883.71平方米
2020/07/13
-20/08/22

合格

205 河南战友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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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修
工程1738.2万元

2021/04/27
-21/06/16

合格

206 河南战友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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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修
工程1855.3万元

2021/05/06
-21/06/15

合格

207 河南正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东郡濠景（壹号公园）项目东地块
二期装饰装修工程

郑州市沃土千年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2000万元1509.36万
元

2021/03/25
-21/04/25

合格

208 河南正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正庄恒熙东苑住宅建筑装修工程 郑州德之臻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2000万元1645.28万
元

2021/05/26
-21/06/25

合格

209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万凌豪工业园区电子工业制造设备
安装工程

陕西盛华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183.9490万元

2021/05/25
-21/06/26

合格

210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青凌国际商厦电子工业制造设备安
装工程

众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
制造设备安装工程2094.2250万元

2021/05/26
-21/06/26

合格

211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煦星铭府6#楼消防设施安装工程 陕西凯旋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消防设
施工程41230.00平方米

2021/05/09
-21/05/31

合格

212
河南智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晟栩酒店消防工程 陕西晶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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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00.00平方米

2021/06/08
-21/06/27

合格

213
河南紫东荣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棚户区
十标保温工程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551.40万元
2020/04/20
-20/05/19

合格

214
河南紫东荣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清华大溪地15#院1#、3#楼保温工
程

郑州清华大溪地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561.33万元
2020/06/18
-20/07/27

合格

215
河南紫东荣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洺悦芳华苑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 河南泷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基坑开挖深度12.11米
2021/05/12
-21/05/31

合格

216
河南紫东荣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
一级

洺悦芳华苑建设项目3#桩基工程施
工

河南泷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基处理深度22.5米
2021/05/19
-21/06/07

合格

217 华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海南晋唐海湾酒店A座装饰装修工
程

晋唐集团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饰装修
工程1671.73万元8200㎡

2021/05/14
-21/06/28

合格

218 华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海南晋唐海湾酒店B座装饰装修工
程

晋唐集团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饰装修
工程1532.50万元7800㎡

2021/05/13
-21/06/25

合格

219 华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延津县城北学校高中部一期防水工
程

延津县城北学校
单项合同额200万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240.71万元22300㎡

2021/06/04
-21/06/25

合格

220 升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时代名居2#楼消防设施工程 许昌福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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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57.36平方米平方米

2021/03/15
-21/05/24

合格

221 升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商水建业天禧3号楼消防工程 河南崇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2558.91平方米平方米

2021/03/17
-21/05/21

合格



222 文森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宏宇壹号东院1#-3#、5#-9#楼装修
工程

尉氏县盛隆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594.187万元

2020/09/10
-20/11/10

合格

223 文森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航空港区华懿名家社区项目装修装
饰工程

河南省华美龙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的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1625.021583万元

2021/03/11
-21/04/30

合格

224 文森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漯河天润·滨湖国际商业项目消防
工程

漯河天润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3170.6平方米

2021/05/12
-21/06/11

合格

225 文森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平原新区怡和商贸城消防工程 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2836.73平方米

2021/04/16
-21/05/25

合格

226
郑州宝丰制冷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中盛雅苑小区地下室防水工程
南阳市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
程 2050172.52元

2021/02/24
-21/04/06

合格

227
郑州晟鼎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黄河工业园办公楼及员工宿舍楼装
饰装修工程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工程
两项2项

2021/03/19
-21/04/26

合格

228
郑州晟鼎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华阳国际饭店精装修项目
洛阳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以上的装修工程两
项2项

2021/05/18
-21/06/22

合格

229
郑州第三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许昌天明雅园二期屋面防水工程 许昌鼎源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18.92万元218.92万元
2021/06/01
-21/06/21

合格

230
郑州东之明装饰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石家庄中茂海悦酒店装饰装修工程
石家庄中茂海悦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883.6万元

2021/03/03
-21/05/22

合格

231
郑州东之明装饰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唐山国丰维景国际大酒店装饰装修
工程

唐山国丰维景国际大酒店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562.61500万元

2021/03/08
-20/05/27

合格

232 郑州丰嘉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海棠名苑智能化系统安装工程 民权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的建筑智能化
工程1123.78万元

2020/08/28
-20/10/18

合格

233 郑州丰嘉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金色比华利小区建筑智能化工程 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的建筑智能化
工程1092.85万元

2020/05/21
-20/07/11

合格

234 郑州丰嘉科技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一级

益民鑫苑二期项目智能化工程
夏邑县安居置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单项合同额1000万以上的建筑智能化
工程1325.40万元

2021/03/18
-21/05/13

合格

235
郑州宏顺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中南名邸1#楼消防工程 郑州中南置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万平方米

2020/05/18
-20/07/18

合格

236
郑州宏顺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新城嘉苑3#楼消防工程 洛阳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万平方米

2021/03/04
-21/05/06

合格

237 郑州磊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
内部装饰装修工程

漯河汇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额15513082.74元
2021/05/13
-21/06/21

合格

238 郑州磊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楼
装修工程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额15176300.00元
2021/05/24
-21/06/22

合格

239 郑州铭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葛寨文苑2-4#楼装饰装修工程 郑州玖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753.46万元
2019/08/07
-19/11/04

合格

240 郑州铭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河南石佛艺术公社文化艺术创作及
产业发展基地A座、B座、C座装饰
装修工程

河南石佛艺术公社有限责任公
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1545.64万元
2019/04/03
-19/06/21

合格

241 郑州日电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郑州市郑西联盟新城小区装饰装修
工程

郑州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765万元

2020/06/24
-20/07/23

合格

242 郑州日电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新郑力上桃花源AB区一期批量精装
修工程

河南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
工程1834.94万元

2020/08/13
-20/12/05

合格

243
郑州中信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安阳华富星河里9#楼装修装饰工程 安阳新华富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781.365965万元
2021/02/05
-21/03/17

合格



244
郑州中信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清丰县易购时代广场商务办公楼精
装修工程

清丰县中创玉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68.341127万元
2021/05/06
-21/06/10

合格

245 中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一级

宜阳县瑞江花醍香域小区5#、6#防
水工程

洛阳市金泽置业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264.59万元264.59万元
2021/03/08
-21/04/12

合格

246 中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三门峡羽·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三门峡市鑫羽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628.23万元1628.23万元
2020/12/31
-20/12/31

合格

247 中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灵宝仲逸酒店装修装饰工程 河南仲逸阳光酒店有限公司 单项合同额1596.29万元1596.29万元
2021/05/14
-21/06/13

合格

248 中建联谊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碧洗苑广场仿古建筑工程 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体面积617.64平方米
2019/03/26
-19/07/24

合格

249 中建联谊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一
级

漯河市人民公园仿古建筑工程 漯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体面积628.35平方米
2018/07/14
-18/12/01

合格

250 中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滨河嘉园11#楼消防设施工程 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1531.70平方米

2020/12/04
-21/01/15

合格

251 中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
一级

龙城国际项目商业中心消防工程 河南恒基实业有限公司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
工程43614平方米

2020/08/03
-20/10/12

合格

252 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安煤
矿装饰装修综合改造项目工程施工
合同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
安煤矿

单项合同额1570万元
2017/06/12
-17/09/30

合格

253 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升级
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励志四#、五#教
学楼装饰装修改造工程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单项合同额16998296.64元
2018/07/01
-18/08/28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