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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于识，建业于精 ，源诚于真。
“中正于识”：博学、智慧。
“博学”：术业精通，领域全面；“智慧”：知己知人，知事知势。
“建业于精”：专业、精准。
“专业”：技术领先，业界权威；“精准”：精益求精，引领行业。
“源诚于真”：真诚、守信。
“真诚”：真心处世，诚意待人；“守信”：重诺守约，以信立誉。

专业，
成就价值
个人：博学、智慧—— 中正于识
事业：专业、精准—— 建业于精
态度：真诚、守信—— 源诚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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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北京中建源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6 日，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是伴随着工程建设全流程服务专
业化而发展起来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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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资格
公司成立以来，先后获得了：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质、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政府采购代理甲级资质、中央投资项目
招标代理甲级资质、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军工涉密咨询服务资格条件认证等多项专业资质资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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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关于我们
ABOUT US
品牌寓意 标志释意 公司简介

组织架构 企业文化

服务范围包括全过程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项目管理、工程审计、BIM 与信息化服务等多项内
容 ... ...

21－51

业绩展示
公司成立来累计完成超过 2 亿平方米各类建设项目的咨询服务，包括大型公共建筑、城市基础设施、大学与科研院所、
医院与医药研发设施、商品住宅项目、保障性住房、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城市管廊、商业综合体等各种类型，积
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数据，我们的服务区域立足北京，足迹已延伸到上海、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贵州、
四川、广东、浙江、江苏、湖南、山东、内蒙、西藏、海南等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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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客户
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审计署、国家粮食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质检总局、中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北
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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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寓意

公司简介

ABOUT BRAND

COMPANY PROFILE

中建源，顾名思义。
中，以立德立人、互利共赢、追求卓越、奉献社会为中心。
建，构建国内著名、客户认同的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政府采购、工程审计、项目管理
综合性咨询企业；构建以人为本、人企合一、员工满意的和谐共赢的现代化企业。

北京中建源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6
月6日，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是伴随着工程建设全流
程服务专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服务范围包括全过程工程
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项目管理、工程审
计、BIM与信息化服务等多项内容。公司成立以来，先
后获得了：

源，饮水思源，中建源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成就来源于客户的认可与员工的无私付出，
是客户、员工、企业共同构筑的建筑堡垒；源源不断，中建源始终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与吸纳，

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质

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可以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是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保障；

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

源头、源泉，中建源立志于成为行业的领头者、动力军。

政府采购代理甲级资质
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甲级资质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

标志释意
ABOUT LOGO

军工涉密咨询服务资格条件认证等多项专业资质资格；
在同类企业中率先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OHSAS18001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在工程咨询行业中首批获得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中”字 在 中 间，由“建”和“源”托 起，代 表 公 司 以 客 户 为 中 心，以 建 设 为 源 泉。
Logo 的结构紧凑，代表公司和客户连接紧密，互惠互利，共赢发展；
Logo 的颜色为红褐色，代表土地，
有厚重踏实之意，
代表公司会立足建设之本，踏踏实实、
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Logo 的上方是一个分割后的六边形。六边形在地理学和经济学中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经过公司全体同仁的积极努力，近年来我们先后获
得多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入围资格，主要有：
中央和国家机关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库
军队采购网造价咨询服务入库
工业和信息化部审计服务单位库

1933 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 克里斯塔勒 (W.Christaller) 创立的“中心地理论”中表明，

国管局房地产司造价审核服务机构库

六边形是城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这代表公司是社会的一份子，承担着贡献社会的义务和责

北京市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机构库

任，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发挥我们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六边形分割后，变成 2 类四个图形，
代表 2 个方向标和 2 条公路，象征着我们和客户共同高速发展。

北京市审计局审计服务机构库
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库
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全过程咨询服务机构
北京市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机构
以及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东城区、西

城区、通州区、石景山区、顺义区、门头沟区经认定的
招标代理与造价咨询服务机构；
长沙市审计局、郑州市审计局审计入围单位；
同时，也是保利、首开、融创、万科、泰禾、招商
局、华侨城、和泓、中海、中建方程、远洋地产、中关
村发展集团等多个大型综合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战略合
作单位。
公司在开展业务服务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相关行业
政策、建筑科学与管理技术研究、信息化技术研究项目
等课题研究工作，获得以下主要成果：
中直机关管理局《建设项目管理手册》的编制；
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建设项目管理指南》的编制；
住建部课题《建设项目智能化远程监控指挥平台研
究与应用》；
牵头实施了2017年度北京市首批BIM应用示范工程；
牵头实施了部级信息化示范项目《装配式住宅小区
BIM与信息化技术的综合应用》；
参与开发了建设项目全流程数字化审批的信息平台
系统，并首批获得北京市住建委的科技成果鉴定。
公司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安
全工程师、一级建造师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300人，
全部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是公司发展的坚定力量！
公司成立来累计完成超过2亿平方米各类建设项目
的咨询服务，包括大型公共建筑、城市基础设施、大学
与科研院所、医院与医药研发设施、商品住宅项目、保
障性住房、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城市管廊、商业
综合体等各种类型，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数
据，我们的服务区域立足北京，足迹已延伸到上海、天
津、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贵州、四川、广东、浙
江、江苏、湖南、山东、内蒙、西藏、海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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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企业文化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NTERPRISE CULTURE

一、企业愿景
致力于成为建筑咨询领域最值得信赖的国内权威、国际一流的行业领
导者

二、经营理念

董事长

以质量赢得市场，以服务赢得口碑，以诚信铸造品牌

三、核心价值观

总经理

中正于识，建业于精，源诚于真。
“中正于识”：博学、智慧。
“博学”：术业精通，领域全面；“智慧”：知己知人，知事知势。

副总经理

总经济师

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济师

总工程师

运营总监

“建业于精”：专业、精准。
“专业”：技术领先，业界权威；“精准”：精益求精，引领行业。
“源诚于真”：真诚、守信。

成本 审计部
管理部

研究
中心

招标部

BIM
中心

造价部

项目
管理部

“真诚”：真心处世，诚意待人；“守信”：重诺守约，以信立誉。

四、企业精神
财务部

综合管理部

项目项
管目
理部
三部

项目管理二部

项目管理一部

造价五部

造价四部

造价三部

造价二部

造价一部

招标四部

招标三部

招标二部

招标一部

招标本部

数据信息部

成本管理四部

成本管理三部

成本管理二部

成本管理一部

河南分公司

天津分公司

湖南分公司

市场部

专业、精准、高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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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源公司人才理念
人才是中建源事业成功的关键，人才是中建源的第一资源。
我们的最大优势是拥有一批朝气蓬勃、积极、上进、正直、善于学习的员工；他们是这个行业最优秀的，
是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最敬业、最用心的，是中建源的骄傲！

中建源人才观

我们对人才的使用遵循尊重、发挥、提升、回报的发展轨迹：
尊重，就是敬重员工，所有的员工都是中建源的事业合作伙伴；所有具备优秀
能力的人才都将被平等对待，平等的简拔任用，提供不同的岗位进行能力的检验和
磨砺！
发挥，就是给员工创造条件，让员工彰显才华，使员工觉得在中建源工作有尊
严和成就感。让所有创新思想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与平台，给所有的人才充分发挥
自由想象的空间，充分发挥潜力。
提升，是中建源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给员工最大的财富。没有进中建源之前，
能力不好，素养不高，是员工自己的问题，进了中建源这个大家庭，我们有这个责
任和义务一起协助员工提升员工的能力和素养。
回报，是中建源留住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员工和公司双赢的结果。
员工的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付出越多，回报就越丰厚。员工的回报越多，
为公司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

中建源选人观

资质资格
QUALIFICATIONS

有德有才，优先录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
无德有才，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中建源选拔人才的形象比喻：无德无才之人如同废品；有才无德之人如同次品，
有德无才之人如同不合格品，德才兼备之人乃是精品。德才兼备之人才是中建源最
宝贵的资源。

中建源用人观

常格不破，大才难得。
“常格不破，大才难得。”这是中建源的用人之智。识人是为了善任。中建源不
拘一格，重用人才。我们敢于打破常规，破格录用优秀人才，同时，我们也为优秀
人才的发展创造出更广阔的空间。
用人所长，容人所短。
“用人所长，容人所短。”这是中建源的容人之量。
“用人所长”是用人的品质之长、
思想之长、能力之长；而“容人所短”应是容人的性格之短、情绪之短、习惯之短。
我们同为普通之人，必各有所短所长，我们坚信我们构建的是一个和谐互补的团队，
互相以己之长补他人之短，这是我们彼此忠诚、共谋事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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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证书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甲级资格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甲级资格证书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甲级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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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OHSA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企业荣誉

北京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中介库聘书

全国招标代理机构诚信先进单位荣誉证书

北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5A信用评价等级证书

心阳光 1+1 公益项目爱心单位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和平广场项目建设荣誉证书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理事单位证书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协会理事单位证书

北京建设行业3A信用招标代理机构证书

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工程造价咨询定点服务单位

北京建设行业诚信招标代理机构证书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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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工程咨询
全过程工程咨询是顺应建筑业发展趋势和响应国办发 [2017]19 号《关于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号召，是适应工程总承包模式的业主委
托管理方式。
具体的服务范围可以分为项目前期阶段和实施阶段两部分。
项目前期阶段，从取得项目立项批复至完成方案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可以从方案设计开始或完成后，直至工程竣工交付使用，
完成结算审计。
具体的内容和周期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合同中约定。
在全过程工程咨询中，我们可受托代表业主单位，在权限范围内实施对
建设项目的统筹管理，并对重大事项提出应对建议，报请业主单位决策后实施，
代替业主单位承担执行落实职责，不影响业主所有的决策权限。

业务范围
SCOPE OF
BUSINESS

招标代理
提供各类工程、货物和服务的招标代理服务，编制招标采购的策划方案
和实施方案、为招标人提供招投标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帮助招标人完成
招标采购任务，具体内容如下：
1. 代理范围
1.1 工程类招标代理；
1.2 货物类招标代理；
1.3 服务类招标代理；
2. 工作内容
2.1 根据项目需求，编制招标方案；
2.2 编写并发布招标公告（公开招标）或发出投标邀请书（邀请招标）；
2.3 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并发放（公开招标）；
2.4 接收资格预审申请并组织评审（公开招标）；
2.5 编制招标文件；
2.6 发放招标文件；
2.7 组织现场踏勘、答疑及招投标预备会；
2.8 组织开标、评标会议；
2.9 发出中标通知书；
2.10 协助签订承包或委托合同；
2.11 为招标人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性咨询；
2.12 其他与招标相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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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咨询

2.2设计阶段
编制设计任务书；限额设计管理；组织开展方案、初设和施工图设计评
审；施工图设计及施工过程中设计管理。

提供建设项目的投资估算，概算、工程量清单、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和审核 ; 工程全过程
投资控制、阶段性及竣工结算审核；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和工程交付资产价值编制和审核等咨
询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2.3招投标阶段
对工程项目相关招标代理、勘察、设计、造价咨询、监理、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材料、设备等相关参建单位进行组织协调管理。

1. 咨询范围

2.3 编制工程概算；

1.1 房屋建筑与安装工程造价咨询；

2.4 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清单预算；

1.2 市政及基础设施工程造价咨询；

2.5 编制工程标底或招标控制价；

1.3 装饰装修工程造价咨询；

2.6 编制工程结算；

1.4 机电与设备安装工程造价咨询；

2.7 工程量审核与核对；

1.5 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

2.8 预结算审核；

2.5竣工与交付阶段管理

2. 工作内容

2.9 价格信息咨询；

组织开展各单项和综合检验、检测与验收，包括规划、测绘、人防、消

2.1 编制投资估算；

2.10 全过程造价管理；

防、园林、电梯、防雷、节能、环保、资料等；以及供电、燃气、上下水、通

2.2 编制设计概算；

2.11 工程经济纠纷鉴证；

信、道路等市政条件的开通与接入；协助完成工程结算与审计；组织完成交付

2.12 编制投标报价等。

与接收，组织交付入住初期的维修工作。

审计
政府、国有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的预算、结算、决算及全过程跟踪审计，企业内控审计等。
具体内容如下：
1. 基本建设程序审计；

4. 决算审计；

2. 工程预算审计；

5. 全过程跟踪审计等；

3. 结算审计；

6. 内部管理审计（包括制度建设、改善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2.4工程施工阶段
对总包、分包、供应商等单位组织管理；协调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
价等相关参建单位的工作，实现对建设项目质量、安全、投资与进度总体管
理；建立实施阶段的信息与沟通管理流程和体系。

BIM与信息化
建立以 BIM 为载体的项目管理信息化流程，提供建设项目各个参与方、各个阶段或全过程 BIM 应用及管
理协调等工作，可提升项目生产效率、提高建筑质量、缩短工期、降低建造成本等，具体内容如下：
1. 应用范围（民用建筑，如：住宅、行政办公楼、文教卫生建筑、商业建筑等；工业建筑，
如：单层厂房、多层厂房等）
1.1 前期阶段；

项目管理
提供建设项目管理或代建管理服务，包括前期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工程施工
阶段、竣工验收与交付阶段的管理以实现最终的建设目标，具体内容如下：
1.管理范围
1.1前期阶段；
1.2设计阶段；
1.3工程施工阶段；
1.4竣工交付阶段；
1.5上述范围的部分或全部工作。

1.2 设计阶段；
1.3 工程施工阶段；
1.4 竣工交付阶段；
1.5 上述范围的部分或全部工作。
2. 工作内容
2.1 基于 BIM 的三维展示，辅助方案决策；
2.2 基于 BIM 的招（投）标配合，对项目进行模拟预估；
2.3 BIM 支持建造阶段，深化设计；
2.4 基于 BIM 的图纸和变更管理；
2.5 BIM 支持施工工艺模拟优化；
2.6 基于 BIM 的可视化交流；
2.7 BIM 支持预制加工；

2.工作内容

2.8 基于 BIM 的施工和总承包管理；

2.1前期阶段

2.9 基于 BIM 技术的工程量应用；

协助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办理立项批复；办理土地预审；规划条件或规划意见；办理建设用地规

2.10 竣工管理和数字化集成交付；

划许可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人防审查；消防审查；施工图审查；园林审查；交评与环评；办

2.11 基于 BIM 的管理信息化；

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质量监督备案；安全监督备案；节能审查与备案等手续。

2.12 BIM 应用与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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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咨询
提供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安全技术咨询、危大工程咨询、安全教育培训等安全咨询服务，
旨在为各企业提供科学、专业、多元和优质的安全管理及技术支持。
安全咨询服务项目：
1.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2. 安全文化建设；
3. 应急体系建设；
4. 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评审；
5. 危大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6. 安全技术服务与咨询；
7. 安全培训；
8. 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指导；
9. 安全现状综合评估。

研究中心
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推广。
承担住建部科技项目、科研课题和科技示范项目的研究，承担北京市科研课题、前沿行业管
理政策、BIM 与信息化政策和科技成果鉴定项目研究。
承担了北京市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参与北京市地方标准的编审，为政
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科学、专业的研究服务。

工程业绩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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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军队项目
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组部南楼

33988

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万寿路北小区

18500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广泉小区、综合楼、达园宾馆5号楼

国务院办公厅

综合整治项目

78711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10000

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社

236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综合整治项目

4472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综合整治项目

2262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综合整治项目

776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综合整治项目

65846

中国国土资源部

航遥中心综合楼

379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老干部活动中心、法华南里小区

3514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国艺术研究院基建项目

交通运输部机关基本建设办公室

交通运输部安定路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

天津航标处设备采购及安装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

东风港航标准场工程

13332

国家审计署

怀柔培训中心

18000

国家粮食局

科研楼

23568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射击射箭中心

66200

国家质检总局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24000

国家民航总局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基地迁建

31749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司

中央国家机关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8.8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

复兴路36号院综合整治项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建物业管理中心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中国科学院

综合整治项目

45000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北京新机场空管工程

65975

北京市委

市委机关信息化应用基础支撑环境系统建设项目

77000

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工程建设办公室

行政副中心机关办公区工程

475084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奥运交通指挥中心、西单、西四交通队执法业务楼等项目

227890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

行政办公区警务中心项目

4984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石景山区现代金融产业服务平台工程

20000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

天泰山旅游项目A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0536

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

应急指挥中心等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基建项目

88255

北京市良乡监狱

生产车间

1523

199078

5105
15779
150万元

21335
2082万元

113119

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

天河监狱生产车间

4669

北京市延庆监狱

生产车间

1796

未成年犯管教所

未成年犯管教所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分院办公楼

15000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

康静里老旧小区

77706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

北京地铁东坝车辆段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

东坝乡腾退、拆除、评估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

东坝乡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复垦项目、第四使馆区项目

1540亩

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理委员会

综合整治项目

10亿元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人民政府

四季青镇环境整治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市政管理委员会

海淀区环境整治工程

北京市海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海淀区质监局检验大楼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公共服务委员会

建设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

中、小学建设标准化研究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岳各庄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建筑行业管理处

长辛店棚户区回迁安置房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立案诉服大厅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3033

497500
1672600

16700
1.6亿元
18759
3447
35亿元
18193129
150
303935
1967

地铁10号线二期

6000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

王佐镇文慧家园

48299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宛平城和平广场改建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张仪路东侧棚户区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地铁16号线榆树庄停车场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丽泽校区项目

33507

北京市西城区政府

西城区公共卫生大厦

36575

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镇人民政府

军庄镇棚户区

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北京市通州区新农村建设工程

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顺义医院综合门诊楼

59756

北京市顺义区造林工程建设办公室

顺义区平原造林工程

5081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

区委党校迁址新建项目

北京市石景山教委

中小学改扩建项目

北京市石景山西部开发办公室

市政建设

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石景山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

房山区青龙湖水库北库二期旅游设施项目

南京市人民政府

8600
40000
202014

1561400
124026

48079
35800
15亿元
1127291
18064

南京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8700

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23000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驻北京办事处

12090

军事医学科学院

国家蛋白质研究中心

25300

解放军总后勤部

中试基地

31100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

君安家园、二里庄小区军休干部工程

34558

陆军参谋部直属工作局

高井营区军官餐厅

2960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武装部

北京火箭军预备役大队7.20灾后修缮项目

1143

中国人民解放军61016部队

61016部队士官家属临时来队楼

1241

中国人民解放军61126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61126部队煤改气工程

9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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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单位项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阜成路8号院改造工程、阜成路八号院职工住宅楼

21005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校内给水系统更新改造

450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师经济适用住宅楼

17414

中央民族大学

食堂改造工程二期

北京体育大学

校园整体规划方案征集、改善办学条件专项项目

中国传媒大学

游泳馆和大学生活动中心

5500
660000
22870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号楼地上部分等3项

3400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实验室改造工程

607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

基地迁建项目

70949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清河分院实业楼

2558

中国动物防疫预防控制中心

BSL-2实验楼、 BSL-3实验楼、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11446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

丰台十八中信息化

6300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永丰科技创新基地扩建工程

99898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科技楼、教学综合楼、教师住宅楼、大学生公寓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

物资部小区、C06、9#院、月华大街等项目

108410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实验楼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

武警营房改造工程、武警营房新建加层工程

2067

北京服装学院

教学实验楼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大兴研发中试基地项目

北京农学院

科技综合楼项目

40426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大兴研发中试基地项目、小汤山中试基地储运实验楼工程及配套项目银

129716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气导数化实验设备器材添加、高物探究实验设备

325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泰中心B座

79678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

库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北京）软件开发楼

70084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汽车驾驶学校

永丰工业B2地块厂房及配套设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农行北京市分行网点

12000

北京市怀柔区怀北学校

幼儿园基本建设

10000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大院总体改造

73556

北京市第六十七中学

图书电教综合楼

1929

中国农业科学院

国家畜禽改良研究中心项目

9066

北京市八一中学

科技楼

17890

中国木材工业研究所

木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1290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教学楼建设工程

31620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1#、2#专家公寓楼

北京邮电工业学校

教学办公楼

8790

中央卫星电视传播中心

综合业务楼

空军直属机关蓝天幼儿园

大门辅助用房及室外环境改造

2300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

住宅楼

65680

中国人民解放军63919部队幼儿园

63919部队幼儿园改造项目

1700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空间中心309#住宅楼

47890

...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环境技术楼、综合教研楼、科研楼及环境研究生公寓

37212

中国科学院电子所

怀柔园区3号楼洁净室改建、扩建工程、职工食堂改造工程等

56000

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

中关村北一街4号院改造项目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中科院电子所超净实验室改造工程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生态科研楼工程

16567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新建住宅、变配电站

53673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

科研楼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医院教学附属用房改建工程

8544

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

实验大楼工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基建项目

21446

北京航天总医院

航天职业病防治与体检中心综合病房楼工程

40080

北京市海淀医院

冷却塔设备采购

35000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七三一医院9#住宅楼

北京市整形外科医院

整形外科医院

23000

北京伟益心血管病医院有限公司北

门诊楼

45450

京肿瘤医院

科研楼

14915

东方安贞（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安贞东方医院

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门诊综合楼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门急诊综合楼

49765

生产基地

36805

755万元

10179
9000

5998
31100

教育科研项目
双清苑、校租公寓、幼儿园等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大楼

9069
5435

2586
5291

5689
800万元

... ...

清华大学

48707

10144
6906

医院项目

7844

199000
8889

军事医学科学院

国家蛋白质研究中心

25300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学生宿舍

29720

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工程

15856

中国农业大学

西区学生食堂、信息电气学院、工学院、东区教工住宅及1#地下车库

144993

北京浩邈汇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北

生产楼等3项

11730

中国政法大学

学生公寓

65329

京正旦国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

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二期

67000

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北区图书馆

1650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逸夫楼

1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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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项目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州新城规划天然气基建管线工程

968万元

北京北控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王四营污染场地修复工程

200万元

北京北控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项目

北京市海淀兴华农工商公司

海淀区天地邻枫绿色产业项目

9933
95486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水电广渠大厦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融科智地联想园区B座综合办公楼等

41400

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科技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宅楼室外道路场地硬化、小区大门、围墙工程"

596m

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园区建设项目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京东方先进技术实验室二期工程

87858

北京中关村延庆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园区建设项目

2000亩

北京中建方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丰台区长辛店镇张郭庄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北京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596200

北京印钞有限公司

专家公寓

北京海融达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动物园北路、八里庄路、西三旗东路绿化工程

53717

北京印钞有限公司

行业数据中心机房

3100

中国亚太移动通信卫星有限责任公司

老挝万象卫星地面站基建工程

北京市邮政公司

北京鸿雁苑宾馆改扩建工程

28730

中国免税品集团（柬埔寨）有限公司

柬埔寨金边、暹粒市内免税店设计项目

北京重型电机厂

大电机厂扩建工程

15868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为北京环保园无线终端研发中心

20138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华天大厦网络中心装修工程

56000

蓝汛欣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蓝汛天竺内容感知产业园项目

14199

和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中心

18400

北京迅邦润泽物流有限公司

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工业仓储物流项目

64199

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壹号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园区一级开发、开闭站、DBO系统

北京中关村生命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号楼等项目

北京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永丰产业基地项目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部办公楼

天津自行车王国产业园区有限公司

福远路景观绿化工程

北京京津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6000

512526
58011

195778
1119676

130000
7400

420000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园III-10地块用友分销管理软件开发基地

38700

72公顷

北京金利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核心区管网

4203m

北京天熙裕和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裕和康复永定路项目

26000

北京育新物业管理公司

静淑苑管理处

27000

北京鹏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鹏盛物业培训基地

9000

56000

北京盛景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五芳园钢结构停车场工程

3600

采育综合服务楼

33385

北京大河鸣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山区长沟镇镇区改造—期B地块项目

95608

长青有限公司

长青大厦

74147

北京市海淀区欣华农工商公司

住宅及配套合作建房

41735

人民法院报社

室内装饰工程

53544

北京首钢二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二通厂南区棚改定向安置房项目及其配套工程

北京京都文化投资管理公司

琉璃厂艺术廊桥电信、电力改移

33kM

北京恒泰园投资有限公司

鑫凯苑大酒店建设工程项目

14366

北京星光新奥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生产制作车间等4项、星光影视设备产业基地扩建

300915

北京世纪文创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国际艺术城A区项目

70000

北京西曼国际服饰有限公司

服装生产设计中心、西曼亦庄国际高科技产业园项目

124723

北人集团公司

北人集团公司职工住宅楼项目

242784

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VAE包装车间等24项

356900

北京京海通联国际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中关村·长城脚下的创新家园项目

5.2亿元

北京春晖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春晖园综合楼及配套

8967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海淀区北安河东区定向安置房项目

936207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产业化基地工程

77821

河南省中合联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供销豫中农产品批发电商园项目

宁夏大厦有限公司

宁夏大厦

23000

承德世欣蓝汛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德鸣大数据产业园一期工程

282268

北京尊宝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商业中心

67800

北京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596200

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科贸中心

36000

北京首钢二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二通厂南区棚改定向安置房项目及其配套工程

500000

北京汽车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代花园住宅小区

227946

北京世纪常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瑞文化产业中心

62279

北京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

北京万达分店、中关村分店、富卓分店、昌平分店、宣武门分店工程

北京恒泰园投资有限公司

鑫凯苑大酒店建设工程项目

14366

北京市延庆烟草公司

新址办公楼

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研发基地建设工程项目

北京市燃气有限公司

华能热电厂天然气供气工程等项目

11970

北京栖湖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栖湖饭店重建项目

53000

北京市西三旗高新建材城经营开发公司

西三旗材料创新园工业厂房及东区住宅工程

76174

北京清河北苑水务有限公司

北苑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

19300

北京施耐通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综合厂房

12481

北京雁柏山庄

北京雁柏山庄重建项目

30000

北京市双桥农工商公司

双桥住宅小区工程

25569

发斯特（天津）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港福新苑小区红线外市政管网配套工程

8437m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无氟压缩机迁扩建工程

31400

河北秦淮数据有限公司

怀来国家级新媒体大数据产业园三期

22266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机电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30775

中铁宏达资产管理中心北京金家村分中心

丰台区金家村一号职工住宅项目一期

89758

比泽尔制冷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二期厂房

22265

北京群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天地邻枫绿色产业项目

98877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职工住宅及配套

海淀区畜牧水产总公司

职工宿舍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LNG供应站、煤改气及新农村天然气工程

30000
1000000

37756
3868

202167

100000

500000

67912

9225

... ...

30430
23478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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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项目

北京轻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马连道商业区

270150

北京柏基置业有限公司

柏阳景园

334000

北京圆明园花园别墅有限公司

圆明园花园别墅

52000

马家堡亚飞小区

131770

万科地产

如园

260000

北京市鑫华利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

房山区长阳镇商业金融项目、石景山项目

570000

北京善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花园

华夏幸福基业

丰台区花乡四合庄商业金融项目

210000

北京城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柏联居住小区

199024

170000

北京世纪润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澳洲康都住宅小区

279000

595831

北京顺驰置地达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驰领海

150000

26800

中海地产

石景山区老古城综合改造项目居住及商业金融项目

融创（中国）

来广营乡土地储备居住及商业金融项目、西长安壹号项目

富力地产

龙熙顺景别墅项目

56000

北京世纪恒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望京科技发展大厦

龙湖地产

通州半壁店大街25号住宅项目

89912

北京龙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A户型住宅等9项

127521

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万年花城住宅小区

297875

广夏京都置业有限公司

炫特区

282400
120015

招商地产

丰台区亚林东项目、10#住宅楼等18 项

368700

97103

远洋地产

朝阳区项目、石景山项目、房山区项目、门头沟项目、通州区项目、

2356288

首开股份

海淀马坊新村及温泉项目、顺义西马坡项目、房山区商务办公楼项目

980000

北京东兴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丽泽城市花园

金隅股份

海淀区五棵松32号项目、青塔二期东区滴露园项目

311217

香江花园别墅房地产公司

香江花园

368000

北京上城永泰置业有限公司

上庄镇一期农民安置房

392936

花乡高立庄建设项目

217584

中国中铁

江山赋、未山赋、理想家、房山良乡基地

67300

首创置业

房山奥莱商业一期改造、长阳西站4#地块幼儿园等6项、巨库新青年时尚营地商场

142000

北京广安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远洋地产

商务中心区（CBD）核心区超高层项目

244010

北京宏基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局休闲公园景观工程

372979

中信地产

大吉危改小区3、5、7号地块

442506

北京城建兴华地产有限公司

海淀区小营商业金融及教育配套项目

210216

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东城区西河沿房改带危改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30180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I-22地块高新技术成果转移中心

30747
39421

合景泰富

1#住宅楼等4项

40000

旭辉地产

房山区项目、平谷区项目、大兴区项目

华侨城地产

北京欢乐谷及地产项目

1340000

北京天竺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薛大人庄拆迁改造项目甲9#楼等7项工程

鑫苑（中国）

湖南、上海、海南、山东等项目

1656000

北京赫华恒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万柳地区居住用地项目

1671684

中金建投(宿州)置业有限公司

宿州黄金中央公园项目方案设计
朝阳区孙河乡西甸村机构养老设施

299349

中建地产

扬州运河壹号公馆、盐城城中雅苑、海淀区北安河安置房工程

398542

153196
1359800

中交地产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三区

334500

北京懋源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房股份

江苏吴江区中房颐园、湖南长沙佳境小区

700000

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西路棚户区改造项目

297640

新兴地产

天津慧宁嘉园、长沙北京御园项目

300000

北京黄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州区永顺西街住宅小区项目

248136

269000

天津乐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湖A7地块二期工程

234000

140000

北京首开住总安泰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保障性住房用地项目

232726

北京新润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苹果园交通枢纽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项目

217909

北京鎏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城乡一体化项目

166387

1420000

北京金丰置业有限公司

金茂北京丰台科技园28号地A地块项目

118000

金盏604地块项目

106000
101510

天鸿集团

永泰地区配套中学一期项目、长沙广告产业园、嘉行广场商业金融项目

九龙仓

来广营臻园

华远地产

通州区项目、门头沟项目、密云项目、大兴区孙村及西红门项目

K2地产

通州区百合湾及清水湾项目、门头沟项目、丰台项目、门头沟区天合山及龙口水库项目

珠江地产

珠江国际家园、珠江骏景家园

1122193
536897

神华集团

华城住宅小区

277000

北京展拓置业有限公司

中水集团

中水家园、广东韶关天泓居项目

380000

北京盛鹏置业有限公司

房山区良乡镇市场、住宅混合公建及二类居住用地项目

首旅集团

通州于家务保障房项目

330000

北京神州数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淀区北部地区整体开发商务用地项目

52889

164397

北京尚都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门头沟斋堂镇中心区商业金融、社会停车场用地项目

30647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科研基地研发中心

39847

新洲地产

创意文化产业园

龙熙地产

清澄名苑小区、京南绿色生态社区

葛洲坝集团

紫郡府

161135

郑州金融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金融岛外环项目

城开集团

昌平区回龙观文化居住区F05区项目

551572

北京城建兴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新城棚户区改造项目

北京远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州区运河核心区多功能用地项目

359853

金地商置北京大兴黄村项目

110000

日兴地产

加州水郡

1080000

1200000

280100
1405918

住总集团

住总众邦项目

262300

北京金地兴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英蓝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36800

北京开创金润置业有限公司

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多功能用地项目

160000

北京威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西二旗居住、托幼、小学用地工程

163797

北京丽泽金都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地下空间一体化工程

167351

600000

北京珠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辛店张家坟村全鑫园二期腾退项目

983700

朝阳区孙河乡北西甸村综合服务设施用地项目

109014

朝阳区定南棚户区改造定向安置房项目

266000

永创兴业（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海淀区唐家岭新城及图景嘉园项目

北京市永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苑西居住区经济适用房、石榴庄住宅小区

828714

北京泰禾锦绣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银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兴涛住宅小区

380000

北京亿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丽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泰丽富嘉园

500000

... ...

28／29

项目名称：奥运交通指挥中心

项目名称：宣武区公共卫生大厦

建筑面积：19876平方米

建筑面积：1387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委托单位：北京市宣武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
使用单位：北京市宣武区卫生局

项目名称：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
检查业务和专业技术综合楼工程
建筑面积：10500平方米
委托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项目名称：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迁址新建项目

使用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

建筑面积：48078平方米
业主名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

30／31

项目名称：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楼
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中国政法大学

项目名称：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建筑面积：8888平方米
委托单位：北京市宣武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
使用单位：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项目名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建筑面积：5120平方米

项目名称： 航天总医院职业病防治与体检中心综合病房楼

业主名称：北京师范大学

建筑面积：4008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航天总医院

32／33

项目名称：承德德鸣大数据产业园

项目名称：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建筑面积：1552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英蓝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282268平方米
业主名称：承德世欣蓝汛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中国供销豫中农产品批发电商园
建筑面积：67912平方米
业主名称：河南省中合联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门头沟区石龙高新技术用地土地一级开发
建筑面积：5962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4／35

项目名称：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产业基地

项目名称：石景山区苹果园交通枢纽

项目名称：金盏乡楼锌庄多功能用地工程

建筑面积：333178平方米

建筑面积：217909平方米

建筑面积：106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丰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

业主名称：北京新润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业主名称：北京展拓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医药科技中心
建筑面积：195778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金茂北京丰台科技园
建筑面积：118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金丰置业有限公司

36／37

项目名称：数据中心（北京）软件开发楼
建筑面积：39660平方米
业主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北京）

项目名称：永丰科技创新基地扩建工程

项目名称：京煤集团综合楼项目

建筑面积：57658平方米

建筑面积：26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业主名称：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39

项目名称：采育国际会议中心
建筑面积：33385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京津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星光影视基地
建筑面积：143915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星光新奥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北京欢乐谷
占地面积：54公顷
业主名称：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40／41

项目名称：马连道商业区
建筑面积：2256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轻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天津慧宁嘉园项目
建筑面积：877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天津新兴泰合置业公司

项目名称：北京世纪国际艺术城
建筑面积：70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世纪文创置业有限公司

42／43

项目名称：宿州黄金中央公园
建筑面积：1359800平方米
业主名称：中金建投(宿州)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北京世纪华侨城（金蝉欢乐园）
建筑面积：710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加州水郡
建筑面积：1075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日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45

项目名称：中房F联邦
建筑面积： 440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湖南修合地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新兴都市森林项目
建筑面积： 400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长沙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太原首开花溪龙苑
建筑面积：1345680平方米
项目名称：天泓居项目
建筑面积：198453平方米
业主名称：韶关市兴盛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业主名称：太原首开龙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46／47

项目名称：南苑经济适用房小区
建筑面积：5000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永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通州区永顺西街住宅小区
建筑面积：248136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黄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远洋天著春秋
建筑面积： 133933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远奥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朝阳区孙河乡机构养老设施
建筑面积：299349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懋源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8／49

项目名称：房山区良乡镇市场、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建筑面积：10151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盛鹏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朝阳区小红门乡肖村保障性住房
建筑面积：232726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首开住总安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丰台区马家堡住宅混合公建
建筑面积：54700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丰泰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门头沟斋堂镇商业金融地块工程
建筑面积：30647平方米
业主名称：北京尚都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50／51

万科地产

绿地集团

中国五矿

招商地产

远洋地产

中海地产

富力地产

首创置业
中国烟草
天鸿集团

首开集团

鲁能地产

中交建设

鑫苑（中国）

华能集团

全聚德集团
（聚德华天）

中粮集团

合景泰富

北京住总集团

深圳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
宝马集团

中国中铁

国药集团
华夏幸福基业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44／45

入库单位

项目名称

入围业务板块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采购中心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林业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审计局
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
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八里庄街道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丰台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丰台区财政局
北京市丰台区审计局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采购中心
北京市通州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北京市门头沟财政局
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府采购中心
北京市门头沟区审计局
北京市顺义区政府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采购中心
北京市平谷区政府采购中心
郑州市审计局
长沙市审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陆军后勤部工程建设项目造价管理办公室
武警北京总队物资采购中心
武警总队后勤部直属工作局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卫集团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印钞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金川永佳国有资产管理发展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招商地产
保利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龙湖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鑫泰世纪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香山双新房地产有限公司
廊坊市新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央国家机关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定点采购
中直机关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定点采购
中央国家机关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审计中介服务机构备选库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服务
北京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咨询机构
北京市审计局中介服务机构库
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工程造价咨询定点服务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检查服务
造价咨询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政府采购项目服务
招标、造价项目服务
老旧小区公共区域整治专项工程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城市管理委员会招标代理机构
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小型工程项目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政府采购项目服务
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入围评选政府采购单位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政府采购项目服务
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实施主体招标代理机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采购代理机构名录入库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机构入库
审计局中介服务机构服务单位
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北京市昌平区行政事业单位工程造价咨询定点服务
北京市平谷区行政事业单位工程造价咨询定点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入库
长沙市政府投资项目的造价咨询服务
机关物业维修施工入围单位
陆军北京地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格企业
工程造价咨询及招标代理入库单位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入库单位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机构库
新校区建设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清单预算编制入围单位
工程造价审计服务单位
招标代理机构遴选入围单位
小型维修项目入围单位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备选库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入库单位
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代理机构库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服务机构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服务
集中采购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项目服务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战略合作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三审造价咨询服务单位
造价咨询二次审计服务单位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供应商机构库
拟建项目选聘招标代理机构入围单位
招标代理服务机构库
招标代理服务机构库
北京新机场回迁安置区招标代理机构战略合作单位

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
审计
造价咨询
安全检查
审计
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
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审计
审计
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审计
招标代理
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审计
审计
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审计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
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造价咨询
审计
审计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
招标代理

北京印钞有限公司

富力地产

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北京同仁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龙湖地产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北京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

招商地产

国务院办公厅

北京北控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远洋地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首开股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星光新奥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金隅股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首创置业

中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地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合景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旭辉地产

国家审计署

凯德商用中国投资（B）Beta有限公司

华侨城地产

国家粮食局

北京英昌通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鑫苑（中国）

国家体育总局

... ...

中建地产

国家质检总局

教育医疗客户

中交地产

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

中房股份

军事医学科学院

北京大学

新兴地产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中国政法大学

天鸿集团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北京师范大学

九龙仓

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

中国农业大学

华远地产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中国石油大学

K2地产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中央民族大学

珠江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

北京服装学院

神华集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远集团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首旅集团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北京体育大学

龙熙地产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首都师范大学

葛洲坝集团

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怀柔区怀北学校

日兴地产

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部建设办公室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住总集团

北京市石景山检察院

怀柔区汤河口中学

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中国－德国北京电器模具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第六十七中学

北京土井嘉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

北京市八一中学

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金泰美丽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市政管理委员会

北京邮电工业学校

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委员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奥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金利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海开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海淀区分中心

北京市海淀医院

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北京航天总医院

北京成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奥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北京金科纳帕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客户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北京银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63919部队幼儿园

北京柏基置业有限公司

空军直属机关蓝天幼儿园

北京轻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顺义区医院

北京市永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

... ...

政府机关客户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北京）

房地产客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科地产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

北京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融创（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