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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绵住建委通告〔2021〕4号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批准四川九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建筑业企业资质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和《建筑企业资质标准》等有关规定，经绵阳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查批准，同意四川九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建筑业企业取得相应资质，现予通告。详情可在绵阳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门户网（网址：http://zjw.my.gov.cn）上查

阅。

请申报资质采取建造师承诺制的企业，按照《绵阳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审批和事

中事后监管的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建造师配备工

作，将撤回相应资质许可。对弄虚作假申报资质的申请人，列

入建筑行业“黑名单”，两年内不再接受该申请人的资质申报。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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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川九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建筑业企业资质审

批决定一览表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年 2月 9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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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建筑业企业资质

审批决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申请事项 审查决定 备注

1
四川九然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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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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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2

四川亿川弘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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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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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3

四川兆驰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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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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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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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4
四川鼎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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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

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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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

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5
四川京澜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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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金

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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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6

四川保致郎顿

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7

四川高晟汛轩

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 5 ——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程专业承包三级

8

四川腾益达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

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

级

9
四川硕禾屹创

园艺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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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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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0

四川斯誉惠都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11

四川康区祥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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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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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

四川诗腾啸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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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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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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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3
四川隋唐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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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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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利水电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

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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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电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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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

四川宸岭磁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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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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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15

四川鑫港远景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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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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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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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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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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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利水

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

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6
四川轩胤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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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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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17
四川高达科技

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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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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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四川四合智慧

家居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19

四川领佩澜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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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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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

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

不分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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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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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

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

务不分等级

20
绵阳市格锐建

筑工程有限公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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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21
锦锡科技有限

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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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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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金

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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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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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22

四川鑫泰凯瑞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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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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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筑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金属

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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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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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23

四川骏兴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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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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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级

24

四川国定豪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25
四川携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26
四川志樽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27
四川绵庆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28
四川宗洪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29

四川诚瑞宝信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30

四川大诚杰创

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31

四川嘉禾森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

32

四川浩万辉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

33

四川鼎阳铭瑞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

34

四川鸿岑瑞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

35

四川泰富鑫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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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绵阳恒滔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37

四川诚朗丰建

筑劳务有限公

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38
绵阳茂源建材

有限公司

新申请：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

同意：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

39
四川高众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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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

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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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40

四川佩环腾航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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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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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41
四川科绵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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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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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道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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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42
四川飞鸟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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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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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43
四川霖冠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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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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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

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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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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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44
四川铜沛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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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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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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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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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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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

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45

绵阳渝能阳达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46

四川雅澜浩砚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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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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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

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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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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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47

四川墨达笙腾

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48

四川峻璟达睿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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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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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49

四川鸿盛禄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50

四川鑫晟鸿泰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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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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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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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业承包三级

51

四川环宇鑫耀

建设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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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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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52

四川大主宰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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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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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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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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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四川中标多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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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

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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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54

四川联鑫盛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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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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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55

四川川建通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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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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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56
四川庄承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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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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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河湖整治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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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四川科环亚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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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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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

58
四川东奥祥实

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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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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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四川宏福瑞鑫

建设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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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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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60

四川万利佳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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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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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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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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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四川尚贵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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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

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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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62

四川凯嘉旭昌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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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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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63
四川隽琨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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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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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 15 ——

64
四川修硕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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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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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65
四川登莱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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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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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66
四川森沭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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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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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67
四川燊泽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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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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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四川世运兴达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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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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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四川紫博沙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70
四川傲绵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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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

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

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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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71
四川绵卓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

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

务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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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四川首建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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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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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73

四川鼎御达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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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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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四川金益安嘉

建设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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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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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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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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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四川云尚裕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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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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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76
四川益爵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77

四川普洛星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78

四川良一工建

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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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四川铭奥新创

建设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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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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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80

四川盖起来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81
四川江汉园林

有限公司

新申请：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同意：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82
四川秉扬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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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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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83
四川坤才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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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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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84

四川百尺楼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85
四川绵贯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86

四川昊天金诚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87
四川宗品建设

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88

四川昌荣悦达

通信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89

四川仁恒置兴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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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四川啸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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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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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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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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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

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91
四川亿刊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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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石油化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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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92
四川幔延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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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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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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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四川勉森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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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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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4

四川燊峻旺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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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利水

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

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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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5
四川珂沃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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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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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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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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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6

四川睿智嘉宸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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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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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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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97
四川旺季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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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金

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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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8
四川启平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99

四川临烈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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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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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100

四川新开文建

筑劳务有限公

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01
四川锦洛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02
四川鹏翥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03

四川中地融创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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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四川发旭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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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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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

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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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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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105
四川富舟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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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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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

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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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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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106

四川浩建恒华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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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机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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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四川安达尔环

保工程有限公
新申请：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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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08
绵阳跃翔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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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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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四川和晟农承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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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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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110

四川世纪翔鸿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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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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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四川徐峰诚志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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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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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112
四川亢蒙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

包不分等级

113

四川昌盛名辰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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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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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114
四川厚栋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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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

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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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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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四川亚仕隆水

电安装有限公

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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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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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四川睿登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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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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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117
四川奎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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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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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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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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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18

四川中能港建

工程建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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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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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

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19
四川火山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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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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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四川霸坤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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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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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四川蓉宗源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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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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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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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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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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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2

四川中佳荣业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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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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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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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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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四川龙芩锦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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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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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124

四川储鑫延福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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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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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不分等级

125

四川瑞奥新建

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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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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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126
四川汕淼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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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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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127
四川慈航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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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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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8

四川宏诚嘉跃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

级
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29
四川浩然天下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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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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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130
四川佑平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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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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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31
四川大成美嘉

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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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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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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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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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四川鹏茂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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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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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133
四川揽莱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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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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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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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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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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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绵阳海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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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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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135
四川冕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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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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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136
绵阳四星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37

四川明宇泰华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增项：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同意：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138

四川万鑫景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增项：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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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同意：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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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139
四川赛阳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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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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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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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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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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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四川科广聚技

术有限公司

增项：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

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

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

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输

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141

四川逸旗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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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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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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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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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2
四川轩厦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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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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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3

四川中佳轩市

政工程有限公

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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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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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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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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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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4
四川金焰农业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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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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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145

四川亿通富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石油化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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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石油化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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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6
四川爵士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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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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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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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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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7

四川恒密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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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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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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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8

四川明俊华盛

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增项：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

同意：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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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绵阳中隆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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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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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四川腾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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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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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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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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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51

四川金达铭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增项：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52

四川中科电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增项：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53
四川佳晟洲天

建设有限公司
增项：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54
宇州众立实业

有限公司
增项：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同意：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55

四川佳诚致远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桥梁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同意：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桥梁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156
四川洲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

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

同意：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

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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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业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57
四川亨帝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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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158

三台县荣峰盛

达建筑拆除有

限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59

四川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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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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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160

四川权成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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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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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161
四川吉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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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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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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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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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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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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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62

四川张灯结彩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石油化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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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石油化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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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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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

务不分等级

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

务不分等级

163
四川艳蓝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64

四川聚运祥建

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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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165
四川沐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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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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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四川炳瑞祥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增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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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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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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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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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67

四川佳利达建

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增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