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00000

辽宁水利土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中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20000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20000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

四川元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绵阳市引通济安工程监理

梓潼县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划、立、治”

项目——监理

国家重大科研装置项目连接
S205、二环路专用道路工程

项目监理

江油市优质生猪扩繁育肥项
目监理

2019/9/23

2020/3/27

2020/6/4

2020/7/3

MYGC(2019)421-001

MYGC(2020)027-001

MYGC(2020)093-001

MYGC(2020)184-001

福建省建融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鸿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融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江苏大洲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020/7/7MYGC(2020)189-001
盐亭县柏垭蛋种鸡制（繁）
种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监理招

标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

2

3

4

5

截止2020年12月15日开标的项目未退款保证金明细

绵阳市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

梓潼县汇智水务有
限公司

绵阳惠东市政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江油星乙现代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

盐亭农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中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000

首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飞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

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2020/7/29 贵阳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绵阳交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

北京中咨路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10000

成都久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10000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10000

四川众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中匠民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0000

MYGC(2020)290-001

MYGC(2020)354-001

2020/7/7

2020/7/17

2020/8/17

2020/8/18

2020/9/10

MYGC(2020)189-001

MYGC(2020)194-001

MYGC(2020)265-001

MYGC(2020)309-001

江油市中医医院救治能力提
升建设项目初步勘察及初步

设计

盐亭县柏垭蛋种鸡制（繁）
种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监理招

标

宇兴项目监理

绵阳高新区永兴镇初级中学
学生宿舍楼、综合楼（含校
门）建设工程项目勘察设计

S302北川任家坪至茂县路大
修工程（二期）监理

中国（绵阳）科技城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园标准厂房项目

勘察设计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蓉信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建中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河北鸿泰融新工程项目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昌正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5

6

7

8

9

10

盐亭农旅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绵阳宇兴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高新区永兴镇
初级中学

北川羌族自治县公
路管理所

绵阳富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江油市中医医院



贵阳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20000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建恒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省兴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宏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成都美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贵阳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20000

首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鼎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众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50000

MYGC(2020)354-001 2020/9/10
江油市中医医院救治能力提
升建设项目初步勘察及初步

设计

四川昌正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2020/9/10

MYGC(2020)367-001
江油市中医医院住院康复医
技综合楼初步勘察及初步设

计
2020/9/23

MYGC(2020)356-001
北泉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勘察设计标段

MYGC(2020)285-001
绵阳市安州区白河供水工程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取水口

工程勘察设计
2020/9/25

MYGC(2020)171-001
江油市人民医院新建外产科

大楼建设项目监理
2020/9/23

华夏城投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四川昌正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江油正达信息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MYGC(2020)434-001
绵阳市安州区新勘堰取水枢
纽“8.11”水毁灾后重建工

程项目勘察设计标段

2020/9/30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15

10

11

12

13

14

江油市中医医院

三台县工投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江油市中医医院

江油市人民医院

绵阳龙安城乡供水
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州区建投
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50000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0000

成都美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尚合筑景建筑勘测设计有限公
司

10000

四川二八二核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20000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000

四川正基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帝高实业有限公司 180000

四川宇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四川吉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绵阳万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四川九轩实业有限公司 180000

四川千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四川倬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四川品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2020/10/9

MYGC(2020)434-001
绵阳市安州区新勘堰取水枢
纽“8.11”水毁灾后重建工

程项目勘察设计标段

2020/9/30

2020/10/10
绵阳市中心血站迁建项目工

程勘察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环境
文化建设项目施工

MYGC(2020)400-001 2020/10/12

MYGC(2020)460-001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名建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四川国际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中翌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江油市仙鹤殡仪开
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中心血站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MYGC(2020)363-001
江油市殡葬设施改（扩）建

项目勘察设计

15

16

17

18

绵阳市安州区建投
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全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四川全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0000

万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成都四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20000

中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四川省蜀典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中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000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中科华创国际工程设计顾问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

四川全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绵阳万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四川千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MYGC(2020)391-001
高新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园

(一期)项目监理
2020/10/19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环境
文化建设项目施工

MYGC(2020)400-001 2020/10/12
四川中翌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四川大洲君鹏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绵阳高新发展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2020/10/20

MYGC(2020)465-001
绵阳市“两弹一星”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建设项目监理

2020/10/20

MYGC(2020)527-001
绵阳高新区2020年幼儿园建

设项目勘察设计
2020/11/2

MYGC(2020)488-001
丰树物流园项目周边道路及

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施工
2020/10/23

中科旭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绵阳富乐投资有限
公司

福建省建融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绵阳高新发展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青盛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绵阳高新区社会发
展局

江苏大洲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绵阳两弹一星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18

19

20

21

22

23

MYGC(2020)334-001
游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勘察初步设计



四川蓉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首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四川万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0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四川东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四川创艺时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000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000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高地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省兴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红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MYGC(2020)527-001
绵阳高新区2020年幼儿园建

设项目勘察设计
2020/11/2

绵阳高新区社会发
展局

江苏大洲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2020/11/13

MYGC(2020)560-001
中国科技城游仙高新区北区
高新企业加速器项目监理

2020/11/12

MYGC(2020)563-001
江油市城南片区棚户区改造
安置房建设项目勘察及初步

设计
2020/11/18

MYGC(2020)566-001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科技城大
道二期涪江大桥（一期）项
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第二次）

2020/11/13

绵阳国众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省富盛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绵阳市游仙区教育
和体育局

河北鸿泰融新工程项目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交发恒通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大洲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江油市城乡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MYGC(2020)557-001
盐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
设项目、盐亭县妇幼健康保

障综合楼建设项目监理
2020/11/24

MYGC(2020)547-001
北塔路棚户区改造项目勘察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2020/11/19

三台县工投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众妙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慈辰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25

26

27

28

29

23

24

MYGC(2020)541-001

游仙区徐家镇新建幼儿园建
设项目、游仙区新桥幼儿园
建设项目、游仙区中国联通
春蕾小学新建鹤林幼儿园项

目勘察及初步设计



中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000

四川万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

中科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中环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中铁城际规划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成都双源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九一五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省地质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九０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省华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重庆蜀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成都双源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九一五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九０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MYGC(2020)557-001
盐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
设项目、盐亭县妇幼健康保

障综合楼建设项目监理
2020/11/24

MYGC(2020)570-001
平武县白马藏族乡厄哩寨村
若热伊瓦沟泥石流等10处治

理工程勘察设计
2020/11/26

MYGC(2020)584-001
安州区工业园区新能源与智
能网联汽车加速器项目勘察

设计
2020/11/26

四川慈辰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绵阳市安州区工业
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大洲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平武县自然资源局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MYGC(2020)569-001
平武县江油关镇垭头坪村代
养场后滑坡等8处治理排危

修复工程勘察设计
2020/11/26平武县自然资源局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30

31

32

29



四川省地质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省华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湖南省城乡建设勘测院 20000

成都双源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九０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九一五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省地质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省华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星蓝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00000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0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四川伟业启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四川海天力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中诚智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绵阳市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绵阳聚星科技企业
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城投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平武县涪水源国有
林场

MYGC(2020)568-001
平武县古城镇场镇古城中心
小学校后滑坡等8处治理排

危工程勘察设计
2020/11/27

MYGC(2020)569-001
平武县江油关镇垭头坪村代
养场后滑坡等8处治理排危

修复工程勘察设计
2020/11/26

MYGC(2020)614-001

平武县虎牙上游农村道路及
大熊猫国家公园虎牙入口示
范社区科普教育基地项目【
虎牙林区林下经济节点公路
（一期）】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EPC）

2020/12/7

MYGC(2020)590-001
绵阳三江医院项目(一期)初

步设计
2020/11/27

MYGC(2020)611-001
先进制造业服务中心项目监

理
2020/12/2

平武县自然资源局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平武县自然资源局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绵阳市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2

33

36

34

35

四川福鑫航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凯天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37 MYGC(2020)601-001

三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住院综合业务用房及
配套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第

二次）

三台县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中通建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2020/12/7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500000

中科旭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

中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000

四川现代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5000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

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40 MYGC(2020)652-001
涪城区青义老场镇危旧棚户
区改造项目（安置房A区建

设）施工

绵阳欣诚建设有限
公司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020/12/10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500000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四川亿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0000

平武县涪水源国有
林场

2020/12/7

MYGC(2020)651-001

绵阳科技城北川通航产业园
（一期）标准厂房及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监理标段（第二

次）

2020/12/8

MYGC(2020)614-001

平武县虎牙上游农村道路及
大熊猫国家公园虎牙入口示
范社区科普教育基地项目【
虎牙林区林下经济节点公路
（一期）】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EPC）

2020/12/7

2020/12/14MYGC(2020)670-001
绵阳市中心血站迁建项目设
计施工总承包（EPC）（第

二次）

MYGC(2020)618-001

39

36

38

平武县虎牙上游农村道路及
大熊猫国家公园虎牙入口示
范社区科普教育基地项目【
虎牙林区林下经济节点公路

（一期）】监理

四川福鑫航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平武县涪水源国有
林场

四川福鑫航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北川三元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中科经纬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绵阳市中心血站
四川国际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