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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绵住建委通告〔2021〕7号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批准四川金氏捌玖建筑装饰装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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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审查批准，同意四川金氏捌玖建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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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川金氏捌玖建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等建筑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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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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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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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氏捌玖建筑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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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氏捌玖

建筑装饰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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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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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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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川华康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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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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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四川鼎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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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四川蜀讯联达

科技有限公司

新申请：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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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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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5

四川理想瑞阳

建设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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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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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6

四川初舜豪顺

通讯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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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绵阳亿丰达智

能装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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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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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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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川淮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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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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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

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9

四川浩坤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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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川畅楷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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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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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四川鑫瑞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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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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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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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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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施工

劳务不分等级

12
四川阜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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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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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13

四川兴联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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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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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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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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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

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4

四川鹏世中达

市政道路工程

有限公司

新申请：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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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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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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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四川朵煦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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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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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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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四川永亿伯川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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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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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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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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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四川嘉禾弘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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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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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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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四川众兴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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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四川恩意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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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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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四川鸿腾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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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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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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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绵阳新富发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新申请：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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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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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四川敦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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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四川丰泰景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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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四川阔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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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四川庭浩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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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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武骞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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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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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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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四川霸贝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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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四川霖江云志

项目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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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四川祥依吉茂

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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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四川栖锐百园

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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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四川本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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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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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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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川勤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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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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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33
四川国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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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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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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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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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磅礴建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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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四川骏搏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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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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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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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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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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四川华建博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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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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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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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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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

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37
四川贵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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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平武县龙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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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四川妙微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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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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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政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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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四川淇德利建

筑劳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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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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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绵阳金丝路新

材料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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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四川世联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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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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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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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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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四川领舜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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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绵阳市旭丰源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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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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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45

四川俊泰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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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四川良工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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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四川尚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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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四川鸿邦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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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四川西南巴蜀 新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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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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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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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50

四川鑫博阳机

电设备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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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四川易星豪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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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绵阳嫘祖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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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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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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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四川昊锐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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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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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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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四川广益丰环

保科技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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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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四川燊佑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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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四川楠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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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四川哲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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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四川坤华达裕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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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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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四川辰阳兴环

保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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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四川众鑫宇力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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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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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61

四川华祥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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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四川屹祥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

新申请：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同意：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63

四川中晨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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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绵阳龙宇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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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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四川巨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新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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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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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66

四川明通电力

安装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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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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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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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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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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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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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67
四川帅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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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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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68
四川超柯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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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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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69

四川凌凌鑫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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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绵阳昊诚恒烨

建设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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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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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71

四川云之端建

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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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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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四川承载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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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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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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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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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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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73
四川科匠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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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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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四川天力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增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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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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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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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四川增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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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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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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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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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绵阳市鸿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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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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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77
绵阳甲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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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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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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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四川绵阳富临

建筑材料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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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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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四川省天江建

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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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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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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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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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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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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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北川德源建筑

劳务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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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81
四川步鑫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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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升辉建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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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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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

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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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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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水工金属

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83
四川函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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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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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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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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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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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84
四川盎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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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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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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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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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四川省允中市

政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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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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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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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四川邂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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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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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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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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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87
四川仙兴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同意：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起重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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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四川中锟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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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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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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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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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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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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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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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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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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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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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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四川方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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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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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

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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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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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模板脚手架专

业承包不分等级

90
兴川建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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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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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
四川美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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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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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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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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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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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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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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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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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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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面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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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四川鑫城鼎力

建筑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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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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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专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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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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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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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三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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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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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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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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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四川松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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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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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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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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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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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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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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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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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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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面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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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四川卓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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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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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5
四川君怀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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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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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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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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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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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四川勤拓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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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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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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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四川腾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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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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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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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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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四川大晨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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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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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绵阳新锐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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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四川绵越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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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四川豪庭世家

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有限公司

增项: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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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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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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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