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拟评 2020 年度绵阳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

标化工地名单的公示

各县市区（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系统各单位、机关各

科（室），全市（含外地入绵）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为营造建筑安全文明施工争先创优氛围，根据 2020 年度市

级标化工地评定标准：1.年度安全生产动态分类管理，评定为

A 类 2 次以上；2.年度扬尘污染治理动态“红黄绿”牌管理，

评定为“绿牌”2 次以上；3.年度内未因安全、环保问题整改

不力被行政处罚情形和未被国家、省、市通报并责令处罚情形；

4.年度内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5.年度内项目按进度节点

自评核定在 80 分及以上；6.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项工

作中表现突出的。现将拟评选为“2020 年度绵阳市建筑安全文

明施工标化工地”的 33个工程项目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2021 年 3月 12 日至 2021 年 3 月 17 日。公示期

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入选工程项目有异议，可以实名方式向

市住建委党委办反映，联系电话：0816-222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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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入选的工程项目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对名单中工程

名称（全称）等信息进行认真核对，若有误请及时与市城市建

设管理监察支队联系更正。联系人：汪伦擎，联系电话：

0816-2230012。

附件：拟评2020年度绵阳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工地名单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年 3月 12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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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评 2020 年度绵阳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工地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1 三水厂扩建（三期）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2 嘉来·南河广场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嘉来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3
九洲·跃进路16号 B区 14#楼及地下

室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绵阳市畅泰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4
绵阳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察业务用

房 1#-3#楼
四川川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川钧安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5
朗基香醍湾 1#-6#楼及地下室、室外总

图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珂瑞得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华西立信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6
绵实双语学校建设项目一期 1#-6#楼，

文化艺术长廊，8#-10#楼，地下室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绵阳今尚教育体育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7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综合管

廊及市政道路建设工程 PPP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绵阳中建科发管廊道路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8 上马汇金 1#-6#楼及一期地下室
陕西省中业交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绵阳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9
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安昌河综合整

治工程（市政设施）

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

有限公司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10
置信丽都·花园城A区 1#-3#、5#-13#、

15#-17#楼及地下室

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绵阳明佳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
置信丽都·花园城B区 1#-3#、5#、6#、

12#、16# 18#、19#楼及地下室、大门

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绵阳明佳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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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富临·绵州水郡三期项目1#-8#楼，地

下室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13

中国科技城（绵阳）科技物流产业园启

动区智慧物流信息数据中心（一期）1#

楼（综合楼）、室外总图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 通富弘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14
领地东原·阅城一期 1#-5#、19#楼、

地下室

四川省雅典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15
绵阳市公园路幼儿园圣水分园建设工

程

四川渝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绵阳市公园路幼儿园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6
绵阳游仙经济开发区二期基础设施建

设 PPP 项目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富乐绵阳建设有限公

司

成都安彼隆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17
东原华宇·朗阅二标段（4#、5#、6#、

7#号楼及地下室）
重庆华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绵阳双马新材料有限

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18
长虹橡树郡 1期 C（1#、6#、7#、13#、

16#、S-1 及地下室）
四川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绵阳市潜鑫建设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

19
经开区南区花园跃进统建房 A区二期

工程；B区项目（二期）工程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经开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元

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20
绵阳市塘汛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A区

部分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1 三江尚城一期 A5-A11 号楼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德阳万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中禹恒焜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22 领地·观江府二期
四川省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绵阳市宇航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华致信工程监理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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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朗基天域 1#、4#-8#楼及地下室；2#、

3#、9#楼、门卫室及地下室

四川鑫绵兴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绵阳市中海特钢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4 双碑九组（二期）统建安置房 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新惠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5 久远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园 中融国城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久远创新园区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6
佳发智慧教育体验实训中心（川北）工

程项目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佳诚建设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27
四川江油年产 500万吨绿色建筑骨料

项目
四川铸信装饰有限公司

江油日昌升新材料有限公

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28 天赋乐宜项目一标段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四川中天乐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成都方园工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29
四川江油工业园区六期标准厂房建设

项目（3C智慧产业园）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

司

江油市创元开发建设投资

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

30
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三人民医院业务综

合楼建设项目
中建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三人民

医院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31
永安工业集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二期）现代农业产业园工程项目
中融国城建设有限公司

北川三元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

有限公司

32 “梓州府”商品房项目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发达伟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33
盐亭县中医医院门诊住院医技综合楼

项目
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盐亭县中医医院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