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2020年第四季度安全动态监管分类名单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公司

差异化
分类级

安监
单位

1

嘉来.南河广场

四川嘉来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伟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一大队

2

九州跃进路16号B区14#楼及地下室

绵阳市畅泰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一大队

3

滨江天越1#楼、2#楼、地下室

四川陆建吉泰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一大队

4

富临·大都会二期

绵阳临园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一大队

5

南城悦府1-4#楼，地下室

四川大胜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金星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现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一大队

6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综合管廊及市政道路 绵阳中建科发管廊道路投资建设有限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PPP）项目
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二大队

7

绵实双语学校建设项目一期1#-6#楼、文化艺术长
绵阳今尚教育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廊、8#-10#楼、地下室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二大队

8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安昌河综合整治工程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司

A

市直管
二大队

9

科技城创新中心三期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二大队

绵阳珂瑞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华西立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二大队

绵阳汇鑫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建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二大队

绵阳明佳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绵阳明佳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10 朗基.香醍湾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西片区支路网及清华西路

11 、东西第二干道工程

置信丽都·花园城A区1#-3#、 5#-13#、15#-17#楼

12 及地下室

置信丽都·花园城B区1#-3#、5#

13 18#、19#楼及地下室、大门

6#、12#、16#

14

富临·绵州水郡二期1-16#楼、配套用房及地下室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15

富临·绵州水郡三期项目1#=8#楼，地下室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飞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17 室、垃圾房、地下室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飞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18 首开·仙海龙湾D地块酒店

绵阳首开兴泰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绵阳首开兴泰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绵阳首开兴泰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夏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三大队

21 流信息数据中心项目（一期）

通富弘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四大队

22 九洲.北郡2#-5#地下室、室外工程

绵阳畅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四大队

23 九洲·北郡1#楼B区、6#楼、地下室（二期）

绵阳畅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九洲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

市直管
四大队

24 西南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实验实训楼

西南科技大学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

市直管
四大队

25 绵阳市公园路幼儿园圣水分园建设工程

绵阳市公园路幼儿园

四川渝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

涪城区

26 涪城区残疾人托养中心建设项目

绵阳市涪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四川千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海发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A

涪城区

27 绵阳游仙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中铁富乐绵阳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安彼隆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A

游仙区

28 领地·观江府二期

绵阳市宇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致信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A

高新区

29 新惠锦苑二期

绵阳新惠置业有限公司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

高新区

30 朗基天域2.3.9#楼门卫室及地下室（二标段）

绵阳市中海特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亿福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

高新区

富临·绵州水郡五期(1#、4#-8#楼，2#、3#、9#

16 楼，大门、垃圾房、地下室）

富临.绵州水郡七期1#楼、社区用房、大门及门卫

仙海龙湾D地块绵阳首开喜来登酒店项目2层-8层精

19 装修工程

仙海龙湾D地块绵阳首开喜来登酒店项目2-层-1层

20 精装修工程

中国科技城（绵阳）科技物流产业园启动区智慧物

31 朗基天域1#、4-8#楼及地下室（一标段）

绵阳市中海特钢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鑫绵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

高新区

32 三江尚城一期

四川德阳万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禹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

经开区

33 东原华宇﹒朗阅二标段

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华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A

经开区

34 长虹橡树郡一期C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A

经开区

35 久远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园

四川久远创新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国城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

科创园区

绵阳仙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

仙海区

37 村片区基础设施

绵阳仙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

仙海区

38 绵阳市仙海迎宾广场二期工程

绵阳仙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仙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尚品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

仙海区

39 融达57号公馆基坑支护工程

四川雪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科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0 福星.上江城（A区）1#-5#楼及地下室

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泰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成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1 福星上江城（BC区）6-12#楼及BC区地下室

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泰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2 汇金荷花基坑开挖

绵阳寅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恒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安达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3 房维修改造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绵阳市涪城区税务局

四川旭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4 润森金座

四川润森恒发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志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5 中央华府

绵阳华青投资有限公司

绵阳市润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6 绵阳市实验驾校业务用房项目

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华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子午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7 恒大翡翠龙庭7-13#楼、地下室、室外工程

绵阳永合万益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寰宇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仙海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打捆”项目-黄金

36 村安置小区及配套基础设施

仙海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打捆”项目-黄金

国家税务总局绵阳市涪城区税务局综合业务办公用

48 玫瑰花城三期19#-21#楼、地下室

绵阳市三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宏坤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49 家福来.澜苑1#-3#楼、地下室

绵阳市家福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东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0 绵阳南郊机场T2航站楼建设项目（地基处理）

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1 九州跃进路16号二期项目5#、6#楼及地下室

绵阳市畅泰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2 九州跃进路16号二期项目7#--13#楼及地下室

绵阳市畅泰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3 新广厦·绵州里7#楼

四川新广厦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疆跃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4 新广厦·绵州里1#、4#-6#及地下室

四川新广厦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疆跃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5 新广厦·绵州里2#、3#楼

四川新广厦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疆跃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6 建工大厦

四川愿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建设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7 （加固、装修、改建）

绵阳市涪城区城北社区卫生服中心

四川省国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现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8 中心城区CBD区域交通组织优化项目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59 长虹国际城二期南37#-40#楼、地下室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市浩龙天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兴恒信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60 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提升改造建设体育公园工程

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

四川建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润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61 嘉唯华庭

绵阳市川能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四川跃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62 2019年绵阳市城市家具照明环卫公厕改造项目

四川嘉来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63 省级文明示范街（路）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建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64 三水厂扩建（三期）工程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绵阳涪城区城北社区卫生服务这些标准化建设项目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程分公司

双碑立交西侧、长乐园（人大游园）等7处街头游

B

市直管
一大队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一大队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四川钧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65 园提升项目

绵阳市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

66 西山立交及平政高架永久设置限行项目
67 绵阳城区市本道路设施改造建设项目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综合管廊及市政道路 绵阳中建科发管廊道路投资建设有限
中建地下空间有限公司
公司

68 建设工程（PPP）项目中建地下空间项目部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9 绵阳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察业务用房项目

绵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70 绵阳东辰聚星国际学校、绵阳市聚星国际幼儿园

四川天地祺祥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71 兴发·御景湾1~5#楼及地下室

绵阳兴发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72 兴发·御景湾6#-22#楼、地下室

绵阳兴发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73 锦·云澜

绵阳新亚科技有限公司

江油市宏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74 民安置点PPP项目

绵阳中冶汇财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75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磨家配气站及配套管线工程

绵阳兴绵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涪城区属范围）道路及居

四川川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创业大道跨二环路高架桥项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中建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司

76 目

77 科技城创新基地项目1#-14#楼及地下室

绵阳科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78 上马.汇金

绵阳科投置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中业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79 长兴·金湖庭院一期基坑开挖支付

绵阳辰兴雅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长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0 远大蔚蓝海岸一期基坑开挖支付

绵阳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政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1 尚文苑6#7#楼及地下室

四川绵阳南山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川金名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2 及龙界路工程

绵阳汇鑫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3 工商组团大礼堂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晨越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4 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便民服务中心

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5 绵阳温莎国际

绵阳兴源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6 九洲云栖湖一期（别墅）

绵阳畅美嘉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绵阳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7 九洲云栖湖一期（4#）

绵阳畅美嘉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绵阳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8 九洲云栖湖二期B区（别墅）

绵阳畅美嘉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绵阳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89 九洲云栖湖二期A区（高层）

绵阳畅美嘉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绵阳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90 远东.状元府邸项目

绵阳市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甘肃陇南市昌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东片区支路网、污水干管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综合管廊及市政道路 绵阳中建科发管廊道路投资建设有限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91 建设工程（PPP）项目中建科技项目（一部）

92 蓝润.春风里3#-7#楼，门卫室（二）、地下室

绵阳荣越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江油市建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二大队

93 印江山二、三期基坑开挖

绵阳睿成升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华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94 东湖融城·创客联盟总部基地1#-49#楼，地下室

绵阳保和富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95 绵阳市东西第二干道（PPP）

绵阳津建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绵阳市交法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96 一环路北段桑林坝匝道新建工程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现代建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97 桑林坝一号路边坡防护工程

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现代建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98 美乐.和府

四川美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嘉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99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技楼建设项目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华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0 三汇·人和山水

四川省北川县华星硅业有限公司

绵阳宏坤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1 印江山

四川凯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2 门卫室，室外工程

绵阳锦筑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恒瑞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中冶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3 公园府5号-10号楼及地下室

绵阳锦筑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恒瑞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中冶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4 利奥·观澜盛景

绵阳利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海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兢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5 东辰仙海院子1#-31#楼

绵阳市仙海东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东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6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孵化楼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舜天建设有限公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7 一环路北段东延线工程止于S205（二标段）

绵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力天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8 一环路北段东延线工程（一标段）

绵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09 春天里B幢、C幢、D幢、F幢、地 下室

绵阳惠东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东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0 海天瑞府1#、2#楼及地下室

四川省科学城海天机械化工程有限公
四川海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司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1 兴发·孔雀公园1#-4#楼、地下室工程

绵阳中经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2 兴发·孔雀公园5#-7#楼、地下室工程

绵阳中经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3 兴发·孔雀公园8#-14#楼及地下室

绵阳中经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4 墙、室外附属工程

四川兴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分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5 时代龙城

绵阳贵联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四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公园府1号-4号楼，11号-12号楼，1号门卫室，2号

兴发·御府花园1#-4#楼、大门、地下室、大门幕

绵阳市振华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际赫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绵阳明佳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8 房，地下室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19 科学城污水处理厂尾水外排管线建设项目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动力部

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三大队

120 新亚公寓

绵阳市海英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美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三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1 沁春家园

绵阳昊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瑞峰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2 江岚岸

绵阳九远房地产开发公司

四川省美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蜀典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3 富绅.世纪柒御1、6#楼，1#地下室 、2#地下室

绵阳富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华俊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三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通富弘业有限公司

四川尧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5 路纵七路西段工程

富通弘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铁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6 经开区S8至绵吴路道路工程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兴华工程项目管理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7 含景观绿化.照明工程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8 代家湾泵站扩容及周边雨水道改造工程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亿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29 一环路绵吴路口内涝治理工程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现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0 锦绣澜山一期基坑开挖

绵阳市宏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九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1 盛景澜庭3#楼

绵阳市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兆宇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2 盛景澜庭1、2#楼及地下室

绵阳市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兆宇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16 翡丽公馆
置信丽都·花园城B区7#-11#、13#

117 20#- 23#、25#楼及地下室

15#、17#、

富临·绵州水郡四期1-13号楼，门卫1、2，垃圾

绵阳科技物流产业园启动区市政道路项目横九路工

124 程

中国科技城（绵阳）科技物流产业园启动区市政道

滨河南路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安昌桥至白衣庵）不

绵阳西部现代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浩龙天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浩知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4 基础设施工程

绵阳汇鑫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5 雨污水泵站建设工程

绵阳雨污清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6 领地东原·阅城一期1#—5#、19#楼、地下室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7 领地东原·阅城二期6#—12#、门卫、地下室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8 科大广场1#-7#楼，1#2#楼商业楼及地下室

绵阳中科海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禹焜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39 学生公寓二期7#、8#楼、边坡支护、室外

西南科技大学

中辰翔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40 学生公寓二期9#、10#楼、边坡支护、室外总图

西南科技大学

中鸿国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41 、边坡支护、室外总图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宏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市直管
四大队

142 城北游泳中心工程项目

绵阳市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四川卓高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涪城区

143 绵阳市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工程

绵阳市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四川驰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浩知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涪城区

144 涪城区教工幼儿园御营分园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金贝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安达消防检测公司

B

涪城区

145 石塘镇楼房村9社统规统建安置点一期1#2#楼

绵阳市涪城区富诚 石塘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富丰盛世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B

涪城区

146 军民融合产业园

绵阳市游仙区军民融合发展有限责任
核工业志诚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47 石垭村统建房项目

绵阳涪东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吉工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博咨工程项目管理游仙公司

B

游仙区

148 乡村旅游环线及芙蓉溪整治项目

绵阳市游仙区交通建设发展有限责任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四川四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49 诺思（绵阳）微系统项目

诺思（绵阳）微系统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
四川康力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33 绵阳西部现代物流城C区C17#－24#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青义、龙门片区支路网及青石路

学生公寓建设项目（二期）11#、12#楼、变配电房

150 624统建房（水韵花都）

绵阳惠东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51 富乐二小

游仙区教体局

绵阳涪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52 绵阳市富乐第二实验中学工程总承包（EPC）

游仙区教体局

四川盛世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53 芙蓉港湾

吴迪

四川太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54 九院二所科研用房

绵阳涪东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双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分公司

B

游仙区

绵阳尤灵卡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晟和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凯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绵阳分公
司

B

游仙区

156 小枧派出所

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

四川蜀元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57 东山公园

四川凯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普力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58 仙特米业

绵阳仙特米业有限公司

海涪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59 达创新材料产业园

四川达创新材料产业园

四川恒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0 石马特色小镇建设工程项目建设一期

绵阳城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1 小枧沟镇置信小学学校附属用房（幼儿园）项目

游仙区小枧沟镇置信小学

绵阳万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2 五里梁科技创新中心孵化园项目

绵阳富乐投资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三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3 小枧镇公交枢纽站二期建设项目

绵阳市公交建鑫机动车检验有限公司 四川海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4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5011a号装配厂房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5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3005号厂房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四川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四川伟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6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3001号厂房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

B

游仙区

155

中国绵阳科技城集成电路配套孵化园

167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3007a号厂房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游仙区

168 兴发·铂金华府二期（5#、9#-11#楼、地下室）

四川兴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分公司

B

高新区

169 兴发·铂金华府一期（1-4#楼、6-8#楼、地下室） 四川兴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分公司

B

高新区

170 群星·都市公馆

绵阳高新区群星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绵阳市正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分公司

B

高新区

171 绵阳师范学院14#学生宿舍楼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易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腾策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72 万兴公爵府1#-5#楼及地下室

绵阳市万兴建设有限公司

绵阳市万兴建设有限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高新区

173 文泉·理想城邦12-14#楼及地下室工程

四川文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绵阳市
绵阳市文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文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潜鑫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B

高新区

174 三汇·金府

绵阳市三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宏坤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禹恒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75 永明家苑

绵阳高新区永明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绵阳高新区三阳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兴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绵阳高新区三阳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兴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78 室及地下室)一标段、

绵阳科久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江油市建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恒鑫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79 阳光西雅图二期()二标段

绵阳科久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江油市建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恒鑫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80 华驰书院1#楼、2#楼、地下室

四川绵阳华驰方向机有限公司

绵阳市浩龙天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81 华驰书院3#、4#、9#及地下室

四川绵阳华驰方向机有限公司

绵阳市浩龙天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82 曜世界

绵阳青岸实业有限公司

中建地下空间有限公司

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83 长虹天樾三期

长虹置业

四川寰宇实业有限公司

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绵阳世茂璀璨府一标段（1#、2#、9#-15#楼及地下

176 室）

绵阳世茂璀璨府二标段（3-8#、S1-S4#楼、大门、

177 垃圾房及地下室）

阳光西雅图二期(10#-12#、17#、18#楼、3号门卫

184 同城自由界

绵阳市同成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远腾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禹焜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85 绵阳远大美域三期项目

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86 未名湖畔

绵阳万向投资有限公司

绵阳市芙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高新区

187 三江国际丽城（55#-60#楼及地下室）

四川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华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经开区

188 长虹橡树郡二期（8-13#、19#及地下室）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虹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经开区

189 长虹橡树郡二期（14#、15#及地下室）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虹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三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经开区

190 恒大•翡翠湾

绵阳市万合仁辉置业有限公司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B

经开区

191 军民融合上市公司产业园

绵阳科创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欧国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科创园区

192 恒大翡翠龙庭1-6#楼、14#、15#楼及地下室项目

绵阳永合万益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寰宇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C

市直管
一大队

绵阳兴绵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C

市直管
二大队

193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磨家配气站及配套管线土建工程 绵阳兴绵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