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项管协[2020]1 号 
                        

关于 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 

行业等级确认名单的公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2017〕1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

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规〔2019〕

515号），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川办发[2019]54 号），四川省住建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全过

程工程咨询试点工作方案》通知（川建发[2017]11号）和 2019年 2

月 1日实施的《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标准》（DBJ51/T101-2018），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全过程工程管理咨询，

提高项目管理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执业能力和管理水平。根据《四川

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川项管协[2017]5

号）有关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等级确认的条件和要求，现予

以公示 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等级确认名单和



2020 年注销《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等级确认证书》名

单，公示截止日期为 2020年 2月 3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名单上的情况持有异议，可在公示期

间向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协会及时反映（联系地址：成都市武

侯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1 栋 1303，联系电话：028-85547802:；

18981770230）。 

附件：1、2020 年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等级确认名

单。 

2、2020 年注销《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等级

确认证书》名单。 

            

  

 
 

 

 

 

  

 

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协会秘书处   2020年 1 月 17 日印发 



附件1

企业名称 项管咨询等级 证书编号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1

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2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3

四川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4

成都安彼隆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5

四川建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6

四川蜀江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7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08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09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0

四川精正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1

成都大西南铁路监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2

四川科达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13

四川明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4

四川兴恒信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5

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7

四川西南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18

四川新永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9

四川海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0

四川成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1

四川通和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2

四川川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23

四川飞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4

四川精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5

四川俊成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6

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等级确认名单



企业名称 项管咨询等级 证书编号

首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7

中通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28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2

四川自贡汇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3

四川兴诚信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5

成都励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7

四川旭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40

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41

四川坤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42

四川珂兴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43

攀枝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44

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46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47

四川鑫森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48

成都怡建工程咨询代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49

四川衡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0

四川名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1

四川多元基石建设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52

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3

四川兴鑫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4

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6

四川中砝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7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8

四川恒鑫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9

四川隆建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0

四川亚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1

四川建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3

万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4



企业名称 项管咨询等级 证书编号

四川铁兴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5

四川华通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66

成都瑞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7

成都冠达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8

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一等 SCPM-1-069

四川正信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0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1

四川达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2

自贡景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3

中节能德信工程管理成都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6

成都群星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8

成都华西立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9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0

四川中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1

中科经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3

四川正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4

四川省富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5

四川明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6

四川雄烽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7

四川四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8

中道明华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89

四川同兴达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1

四川中创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2

中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3

四川元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4

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95

成都立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96

四川省川建院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7



企业名称 项管咨询等级 证书编号

四川顺韵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8

成都晨越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9

四川华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01

中柯瑞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02

四川大策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03

四川鑫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04

四川霖彬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05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06

四川正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07

四川华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SCPM-2-008

四川鑫海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13

中咨环北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14

四川天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15

四川五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21

四川利翔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22

四川中衡安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23

新疆天麒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SCPM-2-025

四川海洪建设工程造价审计事务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26

四川国正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27

四川中鑫恒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等 SCPM-2-028

成都方园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01

四川宏创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SCPM-3-003

四川华致信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SCPM-3-004

四川鼎恒永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06

什邡市恒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07

四川省地坊建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08

四川东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09

四川神州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10



企业名称 项管咨询等级 证书编号

成都文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14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15

四川省四维高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16

成都伊斯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18

四川方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19

四川兴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0

四川蓉科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SCPM-3-021

四川天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2

四川泰兴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SCPM-3-023

四川坤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4

鑫标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5

绵阳交发建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6

四川弘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7

四川佳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8

四川省创能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29

四川大地景苑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30

方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31



附件2

企业名称 项管咨询等级 证书编号

四川中建西勘九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16

天之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0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31

中科科建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4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6

成都新高建设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8

四川科特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39

成都市众信建设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SCPM-1-045

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55

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62

四川省清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4

成都瑞城兴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5

四川天道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77

河南方大建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82

四川省兴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一等 SCPM-1-090

四川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SCPM-3-012

四川志恒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SCPM-3-013

2020年注销《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行业等级确认证书》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