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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公布 #($- 年 $(HD 家单位会员信用评价等级结果
中水协+#&!M,!M 号
根据0 水利部关于 #&!M 年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结果的公告1 ##&!M 年第 $& 号% "中国水利工
程协会 !&($ 家施工&监理&质量检测和招标代理单位会员取得了信用评价等级+ 另外" 我会组织开展
了 #&!M 年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供货单位信用评价工作"有 (# 家单位会员取得了信用评价等级+
@A
/9I0
=
J
"有效期限自
现将上述 !&O' 家单位会员的信用等级公布于中国水利工程协会网站!@@@IB
#&!M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附件! #&!M 年 ,,,级单位会员信用评价名单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M 年 !# 月 !$ 日

附件
#($- 年 '''级单位会员信用评价名单
!WI安徽同济水电建安有限公司

一& 施工单位
'''级$$.D 家%

#&I亳州市水利工程队

!I河南中原黄河工程有限公司

#!I福建省崇禹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河南华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I福建恒禹建设有限公司

$I河南省中原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I日昌# 福建% 集团有限公司

(I松辽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I福建省红日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I北京振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I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公司

)I内蒙古东源水利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I福建省中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MI内蒙古东昊水电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MI福建路港# 集团% 有限公司

OI建平兴盛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OI福建新禹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WI沈阳市胜丰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WI福建士维建设有限公司

!&I黑龙江省水利四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I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南京振高建设有限公司

$!I福建省东升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I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I福建省东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浙江广川建设有限公司

$$I长禾建设集团# 福建% 有限公司

!(I浙江省隧道工程公司

$(I福建省泰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阜阳市颍泉水利建筑有限公司

$'I福建省旺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阜阳市水利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I鼎展# 福建% 投资有限公司

!MI安徽六安市飞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MI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OI合肥兴水建筑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OI江山# 福建%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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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福建星洲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O!I湖南华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I江西省华隆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O#I邵阳市水利水电工程公司

(!I江西丽龙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O$I湖南省沅江市安沅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I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O(I常德市顺安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I江西中佳建设有限公司

O'I湖南省鸿洋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I江西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O)I湖南德诚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I江西省金力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OMI湖南中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I江西南方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OOI长沙弘湘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MI江西明赣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OWI湖南中胜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OI江西中鑫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W&I湖南吉鑫建设有限公司

(WI江西中煤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W!I中城建十五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I江西明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W#I湖南衡禹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I新余市础基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W$I湖南省筱沅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I东营市垦利区水利工程公司

W(I湖南省金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I山东昌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W'I湖南省瑞大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I山东省东明县水利工程公司

W)I衡阳市蒸湘建筑工程公司

''I青岛天润工程有限公司

WMI湖南创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I滕州市水利建筑安装公司

WOI湖南源源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MI青岛市水利工程建设开发总公司

WWI湖南屈原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OI烟台凯源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深圳市新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WI沂源县基础工程公司

!&!I清远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I临沂锦华建设有限公司

!&#I梅州市威华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河南新黄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I广东鹏清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I鲁山县永昌道桥有限公司

!&(I广东德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I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I深圳市华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河南京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I深圳市水利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I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

!&MI广东中裕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河南省兴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OI廉江市水电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MI河南水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WI信宜市水利电力建设安装公司

)OI河南东恒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I广州市日成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WI湖北京山银河建设有限公司

!!!I梅州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M&I湖北新大地工程有限公司

!!#I深圳市坤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M!I随州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处

!!$I梅州市方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M#I湖北楚峰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I广东聚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M$I湖北昊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广东开元实业有限公司

M(I湖北省长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广东创达建设有限公司

M'I湖南华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MI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M)I湖南长坤建设有限公司

!!OI佛山市南海区三多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MMI湖南省德宇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WI清远市巨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MOI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I东莞高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MWI常德市天恒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I广东大禹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O&I湖南盛义建设有限公司

!##I广东省肇庆市水利水电工程公司
, (#,

!#$I汕头市晖业建筑有限公司

!MI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I广东百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OI东莞市东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I河源市广大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WI清远市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I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I中山市中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MI佛山市佛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广东粤源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OI重庆市水利港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I重庆市弘禹水利咨询有限公司

!#WI绵阳佳成建设有限公司

#$I重庆市笃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I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四川腾越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I四川华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四川蜀江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I贵州双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I新疆昆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I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MI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I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OI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I新疆昌吉市政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
!$)I新疆宏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 招标代理单位

!$MI新疆三友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OI新疆瑞泉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级$$ 家%
!I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WI新疆三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I新疆塔里木建筑安装工程#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四& 质量检测单位

!(!I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级$- 家%

!(#I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I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I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I潍坊正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I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I湖北正平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I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I湖南中大建设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I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I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二& 监理单位
'''级$#H 家%

MI北京海天恒信水利工程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I河南明珠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I吉林松辽工程监理监测咨询有限公司
$I黑龙江省北方水利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五& 供货单位
'''级$$, 家%

(I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I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I重庆新世纪电气有限公司

)I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监理公司

$I巴楚县润庆节水设备有限公司

MI浙江东洲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I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OI安徽省阜阳市聚星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中心

'I亿水泰科# 北京%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I福建天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I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I烟台建特水利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MI北京尚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威海市大禹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OI湖北楚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I淄博星河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WI武汉兴得科技有限公司

!$I烟台市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中心

!&I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洛阳洲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I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I湖南江河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I新疆怡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I湖南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I中水环球#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