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建筑业企业

资质申请的公示
（公示期：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

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我委对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等企业资质申报资料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意见进行公示。

对审查意见有疑议的，企业可以提出书面申诉材料。申诉材

料请于2019年 9月 27日下午17时前按申请资料渠道报我委建管

科，逾期不予受理。单位及个人对企业申请材料真实性及其他情

况有举报的，请提出详细证明材料，举报单位应加盖公章，个人

举报应署名。

请申报资质采取建造师承诺制的企业，在 9 月 17 日至 10 月

3 日期间，到联系地址领取《告知书》，超期未领取或者未按规

定时间配备建造师的，我委将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本公示仅为我委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请各企业警惕不法人

员借资质审查审批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

联系地址：云泉街 2 号（集中办公区 6 号楼 414 办公室）

联系电话：（0816）2229662、2225240

经投诉，社会上有不法人员以我委机关科室、协会、学会工

作人员或亲戚、朋友等名义，向《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行政许可事项初审意见的公示》中未通过的

企业打电话、发信息，假借咨询帮忙之名敲诈收费，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严重损害了我委声誉。

我们在此严正声明：我委在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受理、

评审、公示、申诉、打印证书等业务时，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

人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的咨询、服务等活动或向申报企业收

取费用。企业对公示中的疑问应直接拨打我委建管科公开电话或

到现场咨询，避免上当受骗。如发现上述问题或线索，应向我委

监察室举报（举报电话 2239591），或直接向公安部门报案。

附件：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申请资质初审意见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17 日



附件：

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申请资质初审意见

序号 企业名称 申 请 事 项 法定代表人 初 审 意 见

1

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常 忠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

方天建设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陈 斌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3
四川祥云龙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冯 龙 同意

4
四川中之岩土勘察工

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蒋子欣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5

四川唯安天地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李凤清 同意

6
绵阳市腾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刘树霖 同意

7
绵阳万方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陈忠玲 同意



8

四川康亿建设有限公

司

增项：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赖 勇 同意

9
四川省明森辉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肖 勇 同意

10
四川瑞峰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鲁贵全 同意

11

四川省匠庭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公路

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郭定强 同意

12

四川赠恩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徐文君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13
四川全成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赵 畅 同意

14

四川长翼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增项：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不分

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王定琼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15
四川宇沃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胡明军 同意

16

四川展坤宇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陈 斌 同意



17

四川佳勤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公路

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鄢玉林 同意

18
四川正然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增项：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赵维强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19
绵阳易百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务

不分等级
刘艳艳 同意

20

绵阳杰庆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杨天香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1
四川合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刘 军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2

四川垣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黄 建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3

四川川翔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蒋 浩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4

绵阳为民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公路

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徐文明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5
四川烨乔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桥梁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
聂兴桥 同意



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26

四川中旭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张燕萍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7

四川中潼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蒋安勇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8

四川工匠精神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严 婷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29

绵阳鑫宏临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桥梁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唐加杰 同意

30

四川东泰兰祥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胡玉珍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31 四川纳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姚晓洁 同意



32 四川绪财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罗绪才 同意

33 四川九骏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曹 霞 同意。建造师承诺，待核实。

34 四川天胤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蒋志伟 不同意。存在问题：净资产不达标。

35 四川涂海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杨周泽 不同意。存在问题：财务报表存疑。

36 四川智澜永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李 杰 不同意。存在问题：财务报表存疑。

37 四川中天美域实业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李鸿渡 不同意。存在问题：设备发票存疑。

38 四川飞牛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桥梁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李昌斌 不同意。存在问题：设备发票存疑。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初审意见

1 绵阳市毅鼎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刘小华 同意

2 绵阳聚德佳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郭玉玲 同意

3 四川吉纳金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李 雪 同意

4 四川龙鳞实业有限公

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张关碧 同意

5 四川三石汇鑫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

务不分等级
石武以 同意

6 四川伟复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

务不分等级
文 国 同意

7 四川隆鹏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不分等级、施工劳

务不分等级
张银银 同意

8 四川众汇川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杨 颖 同意

9 绵阳安瑞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师 鲜 同意



10 绵阳盛鑫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牟 亮 同意

11 四川忠淼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崔代明 同意

12 四川鱼一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黄燕辉 同意

13 四川千荟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周 玲 同意

14 四川丁亍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杨 旭 同意

15 四川跃玖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李 红 同意

16 四川鼎来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蒋玉娟 同意

17 四川冠达源建设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何真学 同意

18 绵阳奥创新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文 涛 同意

19 四川途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王 军 同意

20 四川赤东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陈 燕 同意

21 四川傲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王显炳 同意

22 四川浩然博智建筑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马世财 同意



23 四川斯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段华珍 同意

24 四川亚茂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王 洪 同意

25 四川凌赛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王晶晶 同意

26 四川驰峻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魏小华 同意

27 四川雄智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邓春艳 同意

28 四川禧发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罗 芳 同意

29 四川匠汇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邱 俊 同意

30 绵阳瀚诚兴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潘亚东 同意

31 绵阳盛鑫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廖海林 同意

32 四川大正致远防水防

腐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黄 丹 同意

33 四川志纵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增项：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李春和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