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设计企业资质专家审查意见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申请内容 申请事项 结论

1 北京华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同意

2 北京京博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3 北京京侨通信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甲级升级 不同意

4 北京中咨恒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公路行业（特长隧道）专业甲级 增项 不同意

5 中交三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6 中交一公局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长隧道）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7 中交一公局桥隧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8 上海沪闵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9 上海诺山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0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1 河北元亨公路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2 重庆交建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不同意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3 石家庄惠远邮电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通信铁塔））专业乙级增项 不同意

14 中交远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15 山西华盛通公路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6 山西路恒交通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17 忻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18 内蒙古北疆交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19 辽宁省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20 哈尔滨龙江公路勘察设计院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21 黑龙江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22 黑龙江运通公路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23 华通誉球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无线通信））专业乙级新申请 同意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乙级新申请 同意



24 滨州市公路勘察设计院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25 济宁市鸿翔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26 山东绘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27 山东龙跃兴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水库枢纽）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28 山东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甲级新申请 不同意

29 山东智行咨询勘察设计院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30 潍坊市水利建筑设计研究院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31 中铁济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铁道行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32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33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同意

34 杭州友华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甲级升级 不同意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无线通信））专业甲级升级 不同意

35 杭州紫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乙级增项 同意



36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新申请 同意

37 浙江宇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无线通信））专业乙级新申请 不同意

38 浙江祯源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39 安徽博通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40 安徽瀚一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41 安徽路达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42 安徽瑞成土木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43 安徽升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44 安庆市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45 合肥蓝海建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46 福建路发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47 福建省路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48 福建亿达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49 厦门仁铭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50 厦门中平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51 中交通达（福州）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52 江西省宏发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53 江西信业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无线通信））专业甲级升级 同意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甲级升级 同意

54 河南恒润水利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55 河南龙醒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56 南阳通途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不同意

公路行业（特长隧道）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57 三门峡市海地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58 中水京林建设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引调水）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59 湖北楚维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60 荆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水利行业乙级 升级 同意



61 武汉恒顺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62 武汉衡通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不同意

公路行业（特长隧道）专业甲级 增项 不同意

63 武汉优地联创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64 武汉综合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长隧道）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65 中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66 常德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67 湖南联信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68 湖南陆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69 湖南省汇杰勘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增项 不同意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70 天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 升级 不同意

71 中铁五局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72 广东桂森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73 广东远银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74 广东中建国际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 升级 不同意

75 广州华晖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同意

76 广州杰赛通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工程类（电子系统工程））专业甲级升级 同意

77 广州市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78 广州市赢扬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79 广州珠科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80 深圳市丰景景观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81 深圳市群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82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83 肇庆市佳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84 珠海华发景龙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85 广西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86 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甲级升级 不同意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无线通信））专业乙级增项 不同意

87 南宁德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88 新三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乙级新申请 同意

89 海口睿乔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90 海南水利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91 成都贝尔通讯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无线通信））专业乙级新申请 不同意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信））专业乙级新申请 不同意

92 成都合信万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93 成都中铁二局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94 成都中雅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95 四川恒盛路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96 四川宏图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97 四川君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98 四川强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99 四川省蜀咨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00 四川驷骏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101 四川万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02 四川馨和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103 四川亿渡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水库枢纽）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104 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05 贵州省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06 贵州智恒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07 黔西南州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水库枢纽）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08 普洱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109 陕西恒万达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特大桥梁）专业甲级 增项 同意



110 云南皓泰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乙级 增项 不同意

111 陕西欣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通信铁塔））专业乙级增项 不同意

112 陕西星河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引调水）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水利行业（水土保持）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113 陕西宇宁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城市防洪）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引调水）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水库枢纽）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114 陕西中宇交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15 西安明源声光电艺术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116 甘肃青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17 新疆希之伍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同意



118 巴州天宝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水利行业（引调水）专业乙级 升级 不同意

119 新疆新路顺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升级 同意

120 西藏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 新申请 不同意

121 西藏自治区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22 北京丰禹森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升级 不同意

123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2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25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126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不同意

127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甲级 升级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