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9-001、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002、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003、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04、 中北华宇建筑工程公司

19-005、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06、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07、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19-008、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009、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10、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19-011、 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012、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9-013、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19-014、 天津富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15、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016、 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017、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018、 沧州市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9-019、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9-020、 石家庄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21、 内蒙古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22、 内蒙古方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023、 内蒙古东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24、 内蒙古嘉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25、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26、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27、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28、 太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029、 山西晋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30、 国恒建设有限公司

19-031、 国悦建设有限公司

19-032、 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9-033、 吉林天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34、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度全国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名单

     总承包企业：



19-035、 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03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37、 上海森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38、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39、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

19-040、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19-041、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42、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43、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19-044、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45、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46、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9-047、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48、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9-049、 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50、 盐城市苏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51、 江苏恒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52、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53、 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54、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55、 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56、 曙光建设有限公司

19-057、 大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58、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59、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60、 浙江恒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61、 浙江金立建设有限公司

19-062、 浙江大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63、 成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64、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19-065、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066、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9-067、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68、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19-069、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19-070、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19-071、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19-072、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19-073、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74、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9-075、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9-076、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77、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9-078、 滕州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19-079、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080、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081、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19-082、 山东天拓建设有限公司

19-083、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84、 山东菏建白云建筑有限公司

19-085、 济南市市政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86、 济南易通城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87、 平原县方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9-088、 潍坊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89、 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19-090、 合肥钦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091、 安徽虹达道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19-092、 安徽新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093、 中建西部（安徽）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094、 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95、 安徽圣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096、 安徽星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097、 马鞍山市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9-098、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9-099、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19-100、 中交建宏峰集团有限公司

19-101、 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02、 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

19-103、 福建璟榕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104、 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19-105、 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19-106、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07、 福建金鼎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19-108、 福建省融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109、 泉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9-110、 中建富林集团有限公司



19-111、 中国电建集团航空港建设有限公司

19-112、 福建祥荣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113、 聚煌集团有限公司

19-114、 福建星原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19-115、 福建创盛建设有限公司

19-116、 福建省坤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17、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118、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19、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9-120、 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9-121、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9-122、 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123、 南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19-124、 南昌市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125、 中海诚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26、 卓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27、 江西中一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128、 丰和营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129、 天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130、 江西兴物市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9-131、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132、 江铃汽车集团江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9-133、 江西正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34、 江西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35、 江西弘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136、 江西国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37、 洪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38、 丰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39、 天工方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40、 中建华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141、 江西信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142、 江西南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143、 江西九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44、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45、 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46、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47、 中建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48、 河南派普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149、 卫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150、 河南征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51、 河南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152、 天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9-153、 河南裕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54、 中商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19-155、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9-156、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5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9-158、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159、 湖北江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60、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161、 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

19-162、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63、 湖北志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64、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9-165、 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19-166、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9-167、 湖南凯迪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9-168、 湖南国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169、 湖南北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170、 中民筑友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171、 宏林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172、 广东耀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73、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19-174、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19-175、 广东省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76、 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19-177、 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78、 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179、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19-180、 广东翔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81、 广东众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182、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19-183、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184、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185、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19-186、 广西裕达工程有限公司



19-187、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188、 云南建投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19-189、 中建四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90、 国诚集团有限公司

19-191、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92、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93、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94、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95、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96、 咸阳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197、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98、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99、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200、 陕西华萃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201、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公司

19-202、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9-203、 银川城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19-204、 宁夏汇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205、 新疆天一建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20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9-20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9-208、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19-209、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19-210、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19-211、 中交一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19-212、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19-213、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19-214、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19-215、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19-216、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检测机构：
（检）19-001、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19-002、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19-003、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检）19-004、 天津市贰拾壹站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19-005、 天津津贝尔建筑工程试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19-006、 天津开发区建设工程试验中心



（检）19-007、 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08、 张家口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检）19-009、 邯郸市建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10、 河北麒麟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检）19-011、 承德中天建设工程检测试验有限公司

（检）19-012、 邢台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13、 沧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14、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19-015、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检）19-016、 山西建工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17、 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18、 呼和浩特市四方工程质量检测试验中心

（检）19-019、 赤峰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检）19-020、 呼伦贝尔市建设工程检测中心

（检）19-021、 中公诚科（吉林）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22、 黑龙江省寒地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23、 哈尔滨兴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24、 黑龙江瑞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25、 哈尔滨开发区明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26、 黑龙江新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27、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检）19-028、 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29、 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19-030、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31、 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32、 昆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33、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34、 苏州恒信建设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35、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检）19-036、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37、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

（检）19-038、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

（检）19-039、 江西恒信工程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检）19-040、 江西瑞祥检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检）19-041、 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42、 泰安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检测中心

（检）19-043、 日照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

（检）19-044、 山东鲁勘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检）19-045、 河南省建科院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46、 郑州大学建设工程质量研究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47、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检）19-048、 湖北天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49、 湖北建夷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50、 湖北中精衡建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检）19-051、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52、 湖南中大检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检）19-053、 长沙荷花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检）19-054、 湖南湖大土木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55、 湖南联智桥隧技术有限公司

（检）19-056、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

（检）19-057、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检）19-058、 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检）19-059、 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60、 广东荣骏建设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检）19-061、 佛山市顺德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

（检）19-062、 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63、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64、 南宁市建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65、 广西建宏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66、 广西鼎恒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67、 钦州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68、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检）19-069、 三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70、 重庆交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71、 重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72、 重庆华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19-073、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检）19-074、 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75、 国投工程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76、 昆明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77、 云南楚天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78、 宝鸡市辉真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检）19-079、 青海省建筑建材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检）19-080、 宁夏筑之信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81、 宁夏建筑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有限公司

（检）19-082、 新疆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检）19-083、 新疆宏滙建筑建材检测有限公司

（检）19-084、 新疆巴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19-085、 新疆天宇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智）19-001、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智）19-002、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19-003、 中建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19-004、 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智）19-005、 捷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19-006、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智）19-007、 冠林电子有限公司

（智）19-008、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智）19-009、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19-010、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材）19-001、 北京九霖宏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机）19-001、 中核华兴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智能企业：

     材料物资企业：

     机械租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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