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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绵住建委函〔2021〕424 号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建筑工程扬尘（噪声）在线监测联网

情况的通报

各县市区（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省住建厅全省建筑工程扬尘（噪声）在线监测联网情

况通报，截止 2021 年 9 月 8 日我市接受考核的 175 个项目（并

入省住建厅实名制考核的项目），只有106个实现在线监测联网，

在阿坝、甘孜之后排名全省倒数第三名，其中涉及各县市区（园

区）监管的 70 个项目未完成扬尘（噪声）在线监测联网工作，

现予以通报批评。

此项考核工作关系中央环保督查任务，请各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务必高度重视，严格按我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工程扬

尘（噪声）在线监测管理的通知》（绵住建委函〔2021〕2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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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贯彻执行，督促被通报的项目在 3 日内完成与省住建厅扬

尘监测系统联网工作。

附件：省住建厅通报未联网项目名单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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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建厅通报未联网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

域

1 5107240121030101 文泉·锦樾 绵阳市龙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文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安州区

2 5107240121032901 锦湘·宏建中心广场 2#楼 绵阳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奥斯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3 5107240121041501 四川宏盛合泰实业有限公司宏泰金悦湾 四川宏盛合泰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圣鼎建筑有限公司 安州区

4 5107240121032202
绵阳市安州区乡镇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一期）
绵阳市安州区腾达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惟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5 5107000120070301
威马汽车（四川）自动驾驶配套示范产业园

项目（一期）
威马汽车科技（四川）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安州区

6 51072420210322103 树高·华悦府 绵阳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树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7 51072420210322101 滨江新城 四川魏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东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8 51072420210319102 东辰·江畔悦府 绵阳市华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焕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9 51072420210319101
树高·翡丽花园城一期（1#-8#楼、17#-18#
楼、21#楼及地下室）工程

绵阳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宜宾树高建筑有限公司 安州区

10 51072420210319103 树高·翡丽花园城二期 绵阳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宜宾树高建筑有限公司 安州区

11 51072420201030101 恒跃紫宸一期 绵阳市恒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辰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12 51072420200821106 宏辰江山云出 绵阳市蔚蓝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宏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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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1070520200511102 安州长虹世纪城 绵阳安州长虹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虹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州区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260121032501 嘉鸿·星澜湾 绵阳市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益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川县

2 51072620210319102 圣鼎·永玺府
绵阳市北川圣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绵阳市圣鼎建筑有限公司 北川县

3 51072620210319101 亿丰国际商贸城一期 绵阳福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龙睿建设有限公司 北川县

4 51072620201014101 文庭雅居 A区 绵阳建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宏瑞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川县

5 51072620200821118
羌多娜温泉度假区乐巢商业 LOFT公寓 A
栋、B栋、F栋、C栋、风情小镇 D1大型

旅游超市

北川聚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绵阳聚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川县

6 5107000119092402 瑞弘恒跃名苑 绵阳瑞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万达建设有限公司 北川县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000120122401
2019年涪城区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四川省绵阳职

业技术学校产教融合实训中心工程）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

司
涪城区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030121032903 文泉·天筑（1#-9#楼及地下室） 四川文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文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高新区

2 5107030121041301 领地观江府一期 绵阳市宇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高新区

3 51070320200821143 朗基天域 2#、3#、9#楼、门卫室及地下室 绵阳市中海特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鑫绵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

4 5107032020082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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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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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070320200803101
文泉·理想城邦 1#—6#、12#—14#、19#楼
及地下室工程

四川文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市文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高新区

6 510703201912170102 绵阳世茂璀璨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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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

7 510703201912200101 曜世界项目 绵阳青岸实业有限公司 中建地下空间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51070320200821127 兴发·铂金华府（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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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030121042501
经开区灾后重建集中拆迁安置统规统建小

区 1#地块
绵阳科发长泰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开区

2 5107030121012501 三汇·四季公园 5#-9#楼、15#楼及地下室 四川信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宏坤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经开区

3 5107030121031602 先进制造业服务中心 绵阳聚星科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三和恒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经开区

4 51070320210103101 南庭御景
绵阳市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绵阳市九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经开区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000120062202 兴隆社区统建房二期项目
绵阳科创区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绵阳市九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科创新区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270121070601
华西.龙州府二期（2号，3号，4号楼及地

下室）
绵阳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宏九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平武县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2220201019101 梓州织造产业园建设项目 绵阳市智汇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三台县

2 51072220201013101 三台县智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绵阳市智谷飞地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中建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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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107000119061409
三台县潼川镇潘家坝二期拆迁安置（居）房

建设项目工程

绵阳宏达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华诚兴业国际建工有限公司 三台县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000121010602
绵阳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置项目施工总

承包
四川格润中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永强机械施工股份有限公司 盐亭县

2 510723202003190101 盐亭县中医医院门诊住院医技综合楼项目 盐亭县中医医院 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盐亭县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040121033001 四川移柯物联网智慧产业园项目一期 四川移柯国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绵阳市浩龙天星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游仙区

2 5107000119011701 游仙军民融合产业园 EPC+项目一标段
绵阳园城融合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核工业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游仙区

3 51070420200803201
绵阳游仙经济开发区二期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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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仙区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000120062201 梓潼县全民公共运动中心 绵阳两弹一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洲际建设有限公司 梓潼县

2 51072520210319102 林江美郡 梓潼林江贸易有限公司 绵阳兴川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梓潼县

3 51072520210319104 金域府·公园里一期
梓潼金域府壹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四川省洲际建设有限公司 梓潼县

4 51072520210319101 金域南亭
梓潼金域府壹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四川观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梓潼县

5 51072520210319103 东润书苑名家二期 绵阳市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东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梓潼县

6 51072520200821103 阳光翡翠澜湾 梓潼县富凯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阳光大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梓潼分公司
梓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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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1072520200821107 东辰一品 梓潼东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东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梓潼县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管区域

1 5107810121032203 皓月·江屿城三标段 江油市明月岛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盛世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2 5107000119062401 明月华府 四川通泽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盛世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3 5107810121062201 紫荆园 江油市城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江油市城建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江油市

4 5107810121040801 皓月·江屿城（二标段） 江油市明月岛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上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油市

5 5107810121040701 江油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 江油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盛世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6 5107000120060302
江油市涪江东南片区同建整体化建设项目-
安置房及便民设施项目

江油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盛世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7 5107000120120102 五星国际城二期 四川江油五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盛世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8 5107810121011901 锦江院子 江油市城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建工建设有限公司 江油市

9 5107000120082401 江油市云帆国际会议中心建设项目 江油城投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江油市新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江油市

10 51078120210319103 碧桂园时代之光四期 江油碧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普建设有限公司 江油市

11 51078120210319101
中泱大道天誉幸福汇 14#-18#、20-1#及地

下室
江油新炜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江油市宏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12 51078120210319102
江油市中国科技城（绵阳）智能制造产业基

地一期（南区）
绵阳新松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油市

13 5107810121031601
置信花园城·长河湾一期（1#、2#、3#、4#、5#、

8#、9#、11#、地下室、商业及附属工程）
江油市启新万威置业有限公司 江油市亚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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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1078120201205101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及科教

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建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油市

15 51078120200927101 东辰·誉庭 江油东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东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16 51078120200912101 天赋乐宜项目一标段 四川中天乐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17 51078120200821114 璟宸晴天一期
四川省江油市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四川省江油市建工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江油市

18 51078120200821108 置信花园城.学府苑 江油启新晟隆置业有限公司 江油市亚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19 51078120200803102 碧桂园·时代之光二期（11#、12#楼） 江油碧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油市

20 51078120200730101 精品建材深加工项目（一期） 四川中达传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盛世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市

21 5107000120040903 敏捷·悦江府 江油敏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油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