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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江西省 2021 年第三季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百差

工地”项目一览表

2.2021 年三季度“百差工地”中存在违法违规建设

行为项目一览表

3.未办理施工许可的非法建设项目一览表

4.2021 年累计两个及以上“百差工地”项目的施工、

监理企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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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省 2021 年第三季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百差工地”项目一览表

序号 地市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1
南昌市 周黑鸭江西总部及生产基地 江西朗为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

2
南昌市

江西锦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

厂房

江西群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已履职 江西锦尚科技有限公司

3
南昌市 南昌 0728 项目

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江西正华工程项目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江西城泰投资有限公司

4
南昌市

南昌市沿江中北大道（滕王阁～

京九铁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EPC 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

限公司

南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5
南昌市

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云海路校

区建设工程
安徽四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大洲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南昌市西湖城市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6
南昌市

保利南昌中航城三期 CN203-J01

地块

北京丽都嘉业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已履职

南昌航都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7
南昌市 洪都路网道路建设工程 四川金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瑞林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

有限公司庐山市分公司

8
南昌市

江西工业设计中心房建施工项

目
福建普尔泰集团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工艺美术馆

9
南昌市

联泰南昌红角洲 A-19-2 地块商

业综合体项目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联发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江西联泰实业有限公司

10
南昌市 南昌工学院 A1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昌大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南昌工学院

11
南昌市 新建区明心禅寺迁建项目

江西九丰古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南昌中裕建筑工程监理咨

询有限公司
明心禅寺

12
南昌市 文全（小桥）花园（乌沙河周边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 南昌市新铁城建设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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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改造三期安置房）A 地块 司 司

13
南昌市 辉翠大厦项目 江西省洪观建筑有限公司

江西中祥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南昌市辉翠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14
南昌市 太平洋广场项目二标段 秋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正华工程项目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谦睿实业有限公司

15
南昌市 动物临床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江西祥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驿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农业大学

16
九江市

九江文澜府二标段（5#、9#、10#

楼）
武汉开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正达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九江富力志盛置业有限公

司

17
九江市 滨江 66 江西钰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立源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九江市圣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8
九江市 九江翰林府 卓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建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九江华一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9
九江市 新晟·中安锦城 福建尚居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循林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九江新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
九江市 都昌县金域华府建设项目 江西嘉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恒丰公路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九江枭阳置业有限公司

21
九江市 丽景花园小区建设项目 江西海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九江富贵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2
九江市 湖口县台山公寓项目 新余庆恒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省湖口县石钟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23
九江市 温泉小镇·璟园

抚州市临川房屋建筑工程公

司

江西华远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修水县上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4
九江市

永修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

大楼

江西金峰水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永修县建设工程监理服务

有限公司
永修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5 鹰潭市 和谐小区商住楼 余江县晋兴建筑有限公司 已履职 鹰潭市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26 鹰潭市 鹰潭市第一小学月湖新城校区 江西四季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省建筑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鹰潭市月湖区教育体育局

27 鹰潭市

龙腾山庄三期（5#、6#、M 段、N

段、8#、9#、20#、21#、22#、

地下室）

宏恒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辉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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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鹰潭市
中车智能环卫电气装备基地项

目
中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已履职 中鹰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29 景德镇 千禧花园三期 16 号楼
江西省都昌县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已履职

景德镇市高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30 景德镇
景德镇市柘港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汽车五金铸件生产项目

景德镇天鹏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
已履职

景德镇市柘港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31 景德镇
景德镇仕龙高档日用艺术陶瓷

生产项目
江西金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景德镇市仕龙骨质瓷有限

公司

32 景德镇

江西杰迪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年产360万支汽车减振器及零

部件生产项目-3#厂房

江西宝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杰迪振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33 上饶市
上饶和康医院东病区装修建设

项目
江西中强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南州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上饶市和康医院有限公司

34 上饶市 金叶名城 江西宇宙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恒信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江西新金叶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5 上饶市 国际嘉苑一期绿化工程 浙江恒超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强勇置业有限公司

36 上饶市
鄱阳县千秋公馆鄱阳府 3

#5#6#7#地下室
江西三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已履职 鄱阳县匠心置业有限公司

37 上饶市 余干开元悦湖湾 江西天鹰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余干县曼居实业有限公司

38 上饶市 西城广场 上饶市天运建设有限公司
中韵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江西锦裕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39 上饶市
上饶市融创路（窑尾路至浙赣铁

路段）道路工程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建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上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40 上饶市 弋阳县天一学府 宁夏弘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弋阳县江天农博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41 上饶市 万年县枧坑村动迁房项目 江西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登高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万年县城市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42 抚州市
广昌县新亭公租房房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及装修工程
江西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广昌县房产管理局

43 抚州市 康舒学府 江西文翔建筑有限公司 已履职 黎川龙庭实业有限公司

44 抚州市 双塘镇卫生院项目 江西仁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金溪县民惠医养结合项目



5

管理有限公司

45 抚州市 龚坊中学项目
乐安县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已履职 乐安县教育体育局

46 抚州市
资溪县县委党校（两山学院）建

设项目
江西磊鑫建筑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磊鑫建筑有限公司

47 抚州市 东糖佳苑 江西华城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抚州市东乡区房地产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

48 抚州市 南城县上唐客运中心工程 南城县建筑工程公司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南城县交通运输局

49 抚州市 宜黄县公安局凤冈派出所 江西福瑞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宜黄县公安局

50 抚州市 聚福阳光城 8#楼 江西伟才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南丰丰腾置业有限公司

51 新余市
年产 2000 吨野生茶油深加工建

设项目
江西蔚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新余市岳洲油脂有限公司

52 新余市
分宜银龙水务有限公司城西综

合楼项目

江西银龙水环境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已履职 分宜银龙水务有限公司

53 新余市
仙女湖生态旅游气象服务中心

项目
江西上岛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新余市气象局

54 新余市
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工

程（二期）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新余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

55 新余市 绿景文苑一标
新余市明裕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已履职 江西明裕置业有限公司

56 宜春市 三皇里酒店 江西道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樟树市铜锣湾旅游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57 宜春市
和润天悦标段（1#、5#、7#、8#、

11#、12#）
江西锦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已履职 宜春和润置业有限公司

58 宜春市 宜丰县盛世名城尚城
江西东利隆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江西同济建设项目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奉新县第一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59 宜春市 江湾壹号 5#.8#楼 江西建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军峰建设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

江西省振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0 宜春市 汇金时代中心 江西省广润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江西三陆康集团有限公司

http://zjy.jxjst.gov.cn:9092/common/bd/bdCard/bdCardIndex/210429142231825117/0
http://zjy.jxjst.gov.cn:9092/common/company/compCard/compCardIndex/c08hah-5sm3yg-2qa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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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宜春市 高安市瓷都国际 B1 栋
江西省裕荣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高安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高安市明珠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2 宜春市 星光现代城二期 3、5、6# 江西隆强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正华工程项目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江西鑫隆置业有限公司

63 宜春市 靖安绿地明镜湾文旅项目一期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已履职

靖安绿地申飞置业有限公

司

64 宜春市 铜鼓县民兵教育训练基地项目 江西东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中科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江西铜鼓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65 萍乡市 九里香醍 江西中景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华厦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江西宏图工程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萍乡市三信物业开发有限

公司

66 萍乡市 中鲲府土方工程
萍乡市鸿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已履职

萍乡市中鲲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7 萍乡市
上栗县集成线路产业园及配套

设施 EPC 项目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上栗县金山工业园项目办

68 萍乡市 古城公馆
萍乡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萍乡市宏图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萍乡恒太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69 吉安市 金福花苑工程
吉安县五环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江西登高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吉安县金泰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70 吉安市

吉安市优特利科技有限公司消

费类电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和

扩产项目（1#、2#、3#、4#、5#、

7#、8#楼）

江西恒龙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已履职
吉安市优特利科技有限公

司

71 吉安市
江西雄屹皮业有限公司年加工

65 万标张蓝混牛皮生产线项目
江西省永新县建筑总公司

江西省鑫鼎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江西雄屹皮业有限公司

72 吉安市
万安县韶口梅岗幼儿教学辅助

用房
江西润财建设有限公司 已履职 万安县韶口中心小学

73 吉安市
新干县城东学校（五中）二期工

程
江西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已履职 新干县教育体育局

74 吉安市 世纪华腾·状元府 泰和县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已履职
泰和县世纪华腾置业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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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吉安市
遂川县中心城区天然气利用工

程 LNG 气化站工程
鹤城建设集团股份公司

胜利油田恒伟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江西遂川天然气有限公司

76 赣州市
长赢国际配送集散中心 2#、3#

普通仓库
赣州城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粤建监理工程有限

公司
赣州长赢物流有限公司

77 赣州市

赣县区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建筑安装总公司周边小区

市政配套工程

江西省裕隆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福建光正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赣州市赣县区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78 赣州市
上犹县翡翠学府西区（二期）住

宅小区
上犹通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赣州海联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上犹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79 赣州市
江西竹禾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竹

笋精深加工项目

江西省思贤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已履职

江西竹禾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

80 赣州市 文庭雅苑（文庭苑小区二期）
江西石城广厦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会昌县和居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81 赣州市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厂区项

目
青岛昊宇重工有限公司 中元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

82 赣州市 石城县东城加油站新建项目 河南翔龙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昊建设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赣州石城石油分公

司

83 赣州市
寻乌县桔园新村片区（含寻乌宾

馆片区）污水管网工程
江西鑫威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安华发展有限公司 寻乌城市管理局

84
赣江新

区

年产 30 万吨预拌砂浆技改迁建

项目
江西机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鑫洪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江西中科新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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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三季度“百差工地”中存在违法违规建设行为项目一览表

序号 主要问题 工程项目名称

1
扬尘治理不到
位(15 个)

南昌市:沿江中北大道（滕王阁～京九铁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EPC 项目。九江市：九江东林慈善安养院工程（二标），

滨江 66，温泉小镇·璟园，湖口县台山公寓项目，都昌县金域华府。上饶市：融创路（窑尾路至浙赣铁路段）道路工

程。抚州市：广昌县新亭公租房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及装修工程。新余市：仙女湖生态旅游气象服务中心项目。宜

春市：宜丰县盛世名城尚城，奉新县星光现代城二期 3#、5#、6#项目。萍乡市：芦溪县古城公馆，中鲲府土方工程。

吉安市：金福花苑工程。赣州市：赣州文庭雅苑（文庭苑小区二期）。

2

违反《危险性
较大分部分项
工程管理规
定》(23 个)

南昌市：辉翠大厦项目，南昌市沿江中北大道（滕王阁～京九铁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EPC 项目。九江市：九江文澜府

二标段（5#、9#、10#楼），温泉小镇·璟园。景德镇：仕龙高档日用艺术陶瓷生产项目，千禧花园三期 16 号楼，江西

杰迪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360 万支汽车减振器及零部件生产项目-3#厂房，景德镇市柘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汽车

五金铸件生产项目。宜春市：宜丰县盛世名城尚城，汇金时代中心，铜鼓县民兵教育训练基地项目。萍乡市：九里香醍，

上栗县集成线路产业园及配套设施 EPC 项目。吉安市：优特利科技有限公司消费类电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和扩产项目

（1#、2#、3#、4#、5#、7#、8#楼），遂川县中心城区天然气利用工程 LNG 气化站工程，世纪华腾·状元府，万安县韶

口梅岗幼儿教学辅助用房，江西雄屹皮业有限公司年加工 65 万标张蓝混牛皮生产线项目，新干县城东学校（五中）二

期工程。赣州市：长赢国际配送集散中心 2#、3#普通仓库，石城县东城加油站新建项目，寻乌县桔园新村片区（含寻

乌宾馆片区）污水管网工程。赣江新区：年产 30 万吨预拌砂浆技改迁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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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未办理施工许可的非法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1 南昌市江西科技学院第九期工程 江西科技学院 宏恒建设有限公司 无

2
九江港城西港区赤湖作业区公用码头

一期工程
江西八八九三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腾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中工程有限公司

3 瑞昌市社会福利院建设工程 瑞昌市民政局 江西乐天建设有限公司 瑞昌市工程建设监理事务所

4 九江东林慈善安养院工程（二标） 九江市东林慈善安养院 江苏省五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无

5 鹰潭绿地酒店会展中心 鹰潭申鹰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

6 景德镇东投天骄府 乐平市东飞置业有限公司 华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恒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
上饶市江西省金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10 万吨再生电解铜项目
江西省金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华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无

8

宜春市江西广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

产 10 万吨再生铝锭、4万吨铝压铸件

及精加工项目

江西广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永昶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省宜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 萍乡市崇江广场酒店装修改造工程
萍乡市崇江商业运营有

限公司
湖南启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

10
吉安创德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二期工程

1#车间及仓库
吉安创德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吉安祥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一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
吉安市江西苏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

精等中药材深加工项目
江西苏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吉安洋气建筑有限公司 江西一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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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水县赣江流域吉水段生态综合治理

工程 PPP 项目（墨潭风光带）
江西赣吉水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3
赣州市信丰第五中学改扩建工程（三

期）
信丰第五中学 江西巽泰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安厦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4 赣州市于都东投金麟府 于都东晟置业有限公司 于都东晟置业有限公司 赣州海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5
赣州 600t/d 超白超薄光伏玻璃技术

改造项目(原片生产线)
江西赣悦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郴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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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累计两个及以上“百差工地”项目的施工、监理企业一览表

序
号

“百差工地”
项目数 企业类别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该项目第几季度

列为“百差工地”） 项目所在地

1 两个 施工

江西省广润建设有限公司

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第一季度) 宜春市

汇金时代中心(第三季度) 宜春市

江西润财建设有限公司

南昌经开区儒乐湖片区法律服务中心项目(第一季度) 赣江新区

万安县韶口梅岗幼儿教学辅助用房(第三季度) 吉安市

江西省永新县建筑总公司

新蓝天·文景苑(第二季度) 萍乡市

江西雄屹皮业有限公司年加工 65 万标张蓝混牛皮生产线项目(第三季
度) 吉安市

吉安祥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遂川县城南公交站(第二季度) 吉安市

吉安创德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二期工程 1#车间及仓库(第三季度) 吉安市

江西省洪观建筑有限公司 兴国县滨江 1 号(第二季度) 赣州市



12

辉翠大厦项目(第三季度) 南昌市

宏恒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科技学院第九期工程(第三季度) 南昌市

龙腾山庄三期（5#、6#、M 段、N 段、8#、9#、20#、21#、22#、地下室）
(第三季度) 鹰潭市

2 两个 监理

江西瑞林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南昌经开区儒乐湖片区法律服务中心项目(第一季度) 赣江新区

洪都路网道路建设工程(第三季度) 南昌市

赣州海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上犹县翡翠学府西区（二期）住宅小区(第三季度) 赣州市

于都东投金麟府(第三季度) 赣州市

江西省江信工程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

江西晟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都昌县年产 650 台污泥干化机配件生产项
目(第一季度) 九江市

五陂学校(第二季度) 萍乡市

江西华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新蓝天·文景苑(第二季度) 萍乡市

温泉小镇·璟园(第三季度) 九江市

江西省鑫鼎建设咨询监理有
限公司

上饶市“站前花城”建设项目(第一季度) 上饶市

江西雄屹皮业有限公司年加工 65 万标张蓝混牛皮生产线项目(第三季
度) 吉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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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万载洲际大楼(第一季度) 宜春市

铜鼓县民兵教育训练基地项目(第三季度) 宜春市

河南省立源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高安市百家陶瓷仓储批发中心汽车服务项目(第一季度) 宜春市

滨江 66(第三季度) 九江市

江西省宜春市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第一季度) 宜春市

江西广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十万吨再生铝锭、4 万吨铝压铸件及精
加工项目(第三季度) 宜春市

江西省赣建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鹰潭市现代物流园区天洁东路延伸段及十五经路工程(第一季度) 鹰潭市

上饶市融创路（窑尾路至浙赣铁路段）道路工程(第三季度) 上饶市

江西省建筑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赣江新区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项目(第一季度) 九江市

鹰潭市第一小学月湖新城校区(第三季度) 鹰潭市

瑞昌市工程建设监理事务所

江西省瑞昌市北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项目联合储库二(第一季度) 九江市

瑞昌市社会福利院建设工程(第三季度) 九江市



14

3 三个及以上 监理单位

吉安市建设监理中心

天腾国际都会住宅 5A、5#楼及地下室工程(第一季度) 吉安市

康居佳苑 1-7#楼(第二季度) 吉安市

望森名居 1#楼、2#楼、3#楼、4#楼和地下车库工程(第二季度) 吉安市

江西省新大地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宜春市袁州区东投旭顺明月里(第一季度) 宜春市

奉新县华林府邸(第一季度) 宜春市

谱洋府(第二季度) 南昌市

遂川县城南公交站(第二季度) 吉安市

江西省鑫洪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丰城中大达安医院项目(第一季度) 宜春市

江西省丰城市城区棚改安置房建设项目总承包(EPC)工程-雍景园(第一
季度) 宜春市

翰林世家小区幼儿园装修改造项目(第二季度) 南昌市

井冈山市龙市镇龙汇嘉园(第二季度) 吉安市

年产 30 万吨预拌砂浆技改迁建项目(第三季度) 赣江新区

江西鑫中建工程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书香名第(第一季度) 赣州市

靖安县香田罗家城中村安置小区(第一季度) 宜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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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街坊(第二季度) 吉安市

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新旅·明樾府(第一季度) 九江市

跨贸小镇 1.1 标工程(第一季度) 九江市

茅山头 110KV 变电站迁建工程 1#服务楼(第二季度) 九江市

四川雄烽建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庐山市海会中心小学教师周转房项目(第一季度) 九江市

新宁中学（一中黄塅校区）改扩建工程一期 1#教学楼(第一季度) 九江市

丽景湾一期工程(第二季度) 九江市

中韵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遂川遂隆塑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塑料颗粒和 7000 吨塑料制品厂房
建设项目(第一季度) 吉安市

芦溪碧桂园(第二季度) 萍乡市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宿舍 22-29#楼及第五食堂项目(第二季度) 赣州市

西城广场(第三季度) 上饶市

江西昌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中学教学楼和宿舍楼建设项目(第一季度) 萍乡市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万平方米小微企业建设项目(第二季度) 宜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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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工学院 A1(第三季度) 南昌市

江西恒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铃新力臻园一标(第一季度) 南昌市

高安市京师奥园实验学校建设项目(第二季度) 宜春市

东投天骄府(第三季度) 景德镇

金叶名城(第三季度) 上饶市

江西登高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万载君悦城二期(第二季度) 宜春市

万年县枧坑村动迁房项目(第三季度) 上饶市

金福花苑工程(第三季度) 吉安市

江西同济建设项目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九江钢铁高炉鼓风机汽改电及发电能力升级项目(第一季度) 九江市

铜鼓高新技术成果孵化园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第二季度) 宜春市

宜丰县盛世名城尚城(第三季度) 宜春市

江西循林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海口镇污水处理站工程(第一季度) 上饶市

锦绣华庭(第一季度) 上饶市

新晟·中安锦城(第三季度) 九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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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华工程项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年产 600 万套混凝土智能化施工机械系列设备等产品项目(第二季度) 九江市

丰城市东方和园二期建设项目(第二季度) 宜春市

星光现代城二期 3、5、6#(第三季度) 宜春市

南昌 0728 项目(第三季度) 南昌市

太平洋广场项目二标段(第三季度) 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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