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四川翔佑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等建筑业企

业资质申请的公示

（公示期：2021 年 4 月 6 日至 2021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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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对四川翔佑臣建筑劳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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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7 时前报我委行政审批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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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6 日至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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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 72 号新益大厦 11 楼 6

号窗口

联系电话：0816-23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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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科公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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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翔佑臣建筑劳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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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6 日



附件：

四川翔佑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等企业申请资质初审意见

1 四川翔佑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罗晓 新办 同意。

2
四川鑫恒艺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尹艳 新办 同意。

3
四川准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邓平 新办 同意。

4 四川乔千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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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钱超 新办 同意。

5 四川毕诺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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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

劳务不分等级

王连 新办 同意。

6 四川亚洲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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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桢 新办 同意。

7 四川胜屹联建筑设备有限公司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王梓旭 新办 同意。



8 四川涪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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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文明 新办 同意。

9
四川盛鑫隆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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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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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兵 新办 同意。

10 四川硕宏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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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 新办 同意。



11
四川川奕蓉通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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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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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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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罗建光 新办 同意。

12
四川枫林火熵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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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严婷 新办 同意。

13
四川铭宇佳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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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清立 新办 同意。



14
四川易蕊福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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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李静 新办 同意。

15 四川构权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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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周克莉 新办 同意。

16 绵阳友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陈浩 新办 同意。

17 四川星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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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彭绍东 新办 同意。

18 四川盛誉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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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俊 新办 同意。

19
四川浩博一诺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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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张攀 新办 同意。



20
四川雄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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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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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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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秀琼 新办 同意。

21 四川汉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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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华 新办 同意。



22 四川亿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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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

吴星君 新办 同意。

23 四川风雷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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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

劳务不分等级

薛坤林 新办 同意。

24 四川硕芯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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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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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静 新办 同意。

25
四川山河社稷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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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施工劳务

不分等级

何波 新办 同意。



26 四川富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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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焘 新办 同意。

27 四川聚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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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超 新办 同意。



28 四川雪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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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江 新办 同意。

29 四川博晟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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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衍泽 新办 同意。

30 中电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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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军 新办 同意。

31 四川蜀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陈青 增项 同意。

32 四川久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梁文宾 增项 同意。



33 四川博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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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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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兴虎 增项 同意。

34
四川先登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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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刘兆平 增项 同意。

35 四川渝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梁俊 增项 同意。

36 四川腾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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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波 增项 同意。

37 四川首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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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刘铁 增项 同意。

38 四川四海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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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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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冬梅 增项 同意。



39 四川捷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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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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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锋 增项 同意。

40 绵阳高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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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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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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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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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范青华 增项 同意。

41
四川重联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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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时泽 增项 同意。

42 四川领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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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雷平 增项 同意。



43 四川博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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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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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王勇 增项 同意。

44 四川博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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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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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兴虎 增项 同意。

45 四川蜀渝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李全周 增项 同意。

46 四川利玮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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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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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旭 增项 同意。



47 绵阳中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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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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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喻开润 增项 同意。

48 四川梓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田江川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49 四川大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王洪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模糊不

清；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技术工人存疑。

50
四川海佳晖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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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向源海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注册建造师不达标（双随机检查不合格）。

51 绵阳市广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强河森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专业技术负责人不达标。

52
四川博源耀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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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琳琳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53 四川航瑞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党鸿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54 绵阳双木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李林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技术工人存疑。



55 四川次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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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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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桃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注册建造师不达标（双随机检查不合格）。

56
四川天亿瑞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王云肖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技术工人存疑。

57 四川迪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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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凯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58 四川景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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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铅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59 四川乔玛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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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周克莉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60
四川荣创联安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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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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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蒋会萱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61
四川易鼎金瑞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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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

分等级

汪祥渝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建造师多公司执业。

62
四川蜀佳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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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曾晓敏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63 四川枫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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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钱超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模糊不

清；企业负责人信息不完整。

64
四川省沃川德疆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项庆刚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未签字。

65 四川朗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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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芳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未签字。

66
四川宝佳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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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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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王小利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67 四川干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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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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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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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许文才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不完整；

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建造师多公司执

业。

68
四川泓宇金益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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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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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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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69 四川至盛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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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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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根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70 四川韦迪曼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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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清威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模糊不

清。

71 四川丰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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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昀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注册建造师不达标（双

随机检查不合格）。

72 四川瀚泽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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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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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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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晓刚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注册建造师不达标且

多公司执业。

73
四川君瑞蜀悦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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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周世贵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模糊不

清。



74
四川碧晖锦成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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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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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袁千智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模糊不

清；建造师多公司执业。

75
四川巧捷万瑞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季小敏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企业章程、法人承诺

书签字存疑。

76 四川掘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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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淑容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注册建造师不达标。

77
四川虎瑞怡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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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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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杨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注册建造师不达标。

78 绵阳五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杨保华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办公场所证明模糊不

清。



79
四川泰立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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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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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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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衡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注册建造师不达标；

技术工人不达标。

80 绵阳嘉航尚达建材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刘琪 新办 不同意。存在问题：技术工人存疑。

81 四川冉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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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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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

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杨燕榕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

注册建造师不达标（双随机检查不合格）。



82 四川梓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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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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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凌荣丽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注册建造师不达标（双

随机检查不合格）。

83 四川斯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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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明良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法定代表人未签字。

84
四川保旺喜泽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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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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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雪晴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不完整；注

册建造师不达标（双随机检查不合格）。

85
四川昭泰万邦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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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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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兴峰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不完整；注

册建造师不达标；机械设备发票存疑。



86
四川省壮丽河山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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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面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施工

劳务不分等级

陈益明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与基本情况

表不符；法定代表人签字存疑；技术工人

存疑；办公场所证明模糊不清；注册建造

师不达标；机械设备发票存疑。

87 四川岑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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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勇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不完整。

88 四川盐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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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康尼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未上传上一年度或当

期的财务审计报告。

89
四川盛天泽邦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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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虎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不完整。

90 四川佳富美建设有限公司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矿山工程施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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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承包二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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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赵裕华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注册建造师不达标且

多公司执业。

91
四川华诚领佑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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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欢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不完整。



92 四川赢多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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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微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与基本情况

表不符。

93 四川吉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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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婷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与基本情况

表不符。



94
四川恒密华磊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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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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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华珍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审计报告与基本情况

表不符；办公场所证明存疑。

95 四川江坤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龙双平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技术工人存疑。

96 四川星扬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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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利 增项 不同意。存在问题：净资产不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