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序号

地区

不符合甲级资信评价条件的单位名单
单位名称

类别

不符合条件的理由

1

承诺书无法人签名及单位公章。单位咨询工程师和高
北京北咨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北京市
专业资信 级技术职称人员配备数量不足，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
司
不足。单位从事工程咨询业务时间不足5年。

2

北京市 北京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

北京市

4

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符合条件的高级专业技术人
北京市 北京华信捷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员数量不足，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
不足。

5

北京市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6

北京市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7

北京市 北京水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水电专业、生态环境和建设工程专业配备的咨询
专业资信 工程师数量不足4人，水利水电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
量不足。

8

北京市 北京思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

北京市 北京圆之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煤炭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10

北京市 北京中建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社保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

11

北京市

北京中森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司

12

北京市

北京中咨路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
公路专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
专业资信
司
足。

13

北京市 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14

北京市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15

天津市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16

天津市 天津市联合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17

天津市 中机国能炼化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18

河北省 河北柏特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和农业林业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19

河北省 河北大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企业要求主动撤回申请。

20

河北省 河北浩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水利水电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21

河北省 河北润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专业资信

无合格的单位资格证书。建筑专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专
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有限公司

PPP专项资
PPP专项资信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信

单位从事咨询业务不足5年。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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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河北省 河北中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23

河北省 唐山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24

河北省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25

山西省 山西路翔交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因为陈诉阶段补充的业绩不予认可，所以公路专业业
绩数量不足。

26

山西省 太原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和其他（城市规划）专业符合条件
的业绩数量不足。

27

山西省 太原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因为陈诉阶段补充的人员证明材料不予认可，所以建
筑专业人员数量不足。

28

辽宁省 辽宁省轻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社保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

29

辽宁省 沈阳市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公路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30

辽宁省

31

大连市 大连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专业符合要求
的业绩数量不足。

32

大连市 大连港口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水运（含港口河海工程）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
足。

33

大连市 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其他（城市规划）、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咨询工程师（
投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数量不足。建筑专业
专业资信
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其他（城市规划）、市政
公用工程专业未提供业绩。

34

吉林省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所有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35

吉林省 吉林省宏宇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所有申报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数量配备不足。

36

吉林省 吉林省环科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37

吉林省

38

吉林省 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39

吉林省 长春市水利规划研究院

咨询工程师（投资）配备数量不足。水文地质、工程
测量、岩土工程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数量配备不足。水
专业资信
利水电专业和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专业符
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40

吉林省

41

黑龙江 黑龙江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专业工程咨询工程师（投
专业资信 资）配备数量不足，未提供业绩。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未提供业绩。公路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42

上海市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建筑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司

吉林省长春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专业资信 提供的资格证书无申报专业业绩服务范围。
司
其他（城市规划）业绩数量不足，高级职称人员数量
配备不足。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专业符合要求
专业资信
院有限公司
的业绩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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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上海市 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有限公司

44

江苏省 徐州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单位从事咨询业务不足5年
。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公路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45

浙江省 温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46

浙江省 浙江中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47

安徽省 安徽实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石化、化工、医药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部
专业资信 分人员社保证明、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书不符合
要求。

48

安徽省 安徽新天源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水电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水利水电专
专业资信 业高级职称人员、咨询工程师（投资）数量配备数量
不足。

49

安徽省

50

厦门市 厦门市大学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人员社保证明、退休证不符合要求，符合要
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51

江西省 江西省地矿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冶金（含钢铁、有色）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

52

江西省 江西省港航设计院

专业资信 咨询工程师（投资）配备数量不足。

53

江西省 南昌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水电、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
、市政公用工程和建筑专业高级职称人员配备数量不
足。水利水电、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
专业资信
化)专业咨询工程师（投资）配备数量不足。电子、信
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
数量不足。

54

山东省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咨询工程师（投资）数量不足。机械（含智能制造）
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55

山东省 山东世纪华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咨询工程师（投资）劳动合同、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
；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数量配备不足。

56

山东省 泰安市睿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建筑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57

山东省 威海市工程咨询院

58

山东省 威海市威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59

山东省 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60

青岛市 青岛海湾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61

青岛市 青岛圣思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证明材料不合规(社保证明)。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
绩数量不足。

62

青岛市 赛飞特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未配备高级职称专业人员。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

专业资信

所有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生态建设和
中轻建设（安徽）设计工程有限公
专业资信 环境工程专业符合条件的高级职称人员数量不足。轻
司
工、纺织专业人员劳动合同不符合要求。

专业资信 所有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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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河南省 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64

河南省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65

河南省 商丘市豫东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咨询工程师（投资）配备数量不足12人。

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主要技术负责人从事工程
咨询及相关业务年限不符合要求。

66

河南省 中信重工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工程师（投资）数量不足12人。 承诺书不符合要
求（法人未签字）。机械（含智能制造）专业未配备
专业资信
本专业咨询工程师（投资）及高工，未提供本专业业
绩。

67

湖北省 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68

湖北省 湖北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69

湖北省 武汉金中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70

湖北省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71

湖南省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72

广东省 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公路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73

广东省 广东建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符合条件的专业高级职称人员数量不足。

74

广东省

75

广东省 广州市河海港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76

广东省 广州市设计院

77

广东省

汕头市中宏电力工程安装设计有限
专业资信 电力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公司

78

广西

中铁四院集团南宁勘察设计院有限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公司

PPP专项资
从事PPP业务时间不满3年。
信

广东致诚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与规
专业资信 建筑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划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79

海南省 海南鼎铭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从事咨询业务不足5年。单位主要技术负责人未附
专业资信 高级职称证。未配备本专业咨询工程师（投资）和高
工。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80

海南省 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社保证明、业绩证明不真实。
综合资信

81

四川省

82

四川省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83

四川省 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

专业资信 咨询工程师（投资）配备数量不足。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
专业资信 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公司
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咨询
工程师（投资）配备数量不足，未提供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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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四川省 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申报专业符合要求的业绩数量不足。

85

重庆市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未提供业绩。

86

重庆市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87

重庆市 重庆市设计院

专业资信

88

重庆市 重庆图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单位提出主动撤回申请。
综合资信

89

重庆市 重庆信科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业绩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委托合同、批复)；符合条
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90

贵州省 贵州东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业绩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委托合同、批复)；符合条
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91

云南省 昆明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92

云南省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93

云南省 云南省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94

陕西省 鸿民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95

陕西省 陕西德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石化、化工、医药、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专业
专业资信 高工配备少于2人。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专业符合条件
的业绩数量不足。

96

陕西省 陕西省庆华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人员证明材料不合规(社保证明)。

97

陕西省

98

陕西省 思普瑞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99

专业资信
西安西秦智鑫玉路工程咨询有限公
PPP专项资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陕西省
司
信

100

陕西省 西安亚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1

陕西省

102

陕西省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103

陕西省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专业资信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104

甘肃省 兰州铁道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
不足。

陕西中绿源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所有
专业资信 人员证明材料不合规(社保证明)。
限公司
专业资信

业绩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委托合同)；符合条件的业
绩数量不足。

专业资信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西安长安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建筑专业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未提供业绩。公路专
专业资信
公司
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专业咨询师不满足数
量要求。所有专业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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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类别

不符合条件的理由

105

甘肃省

106

甘肃省 西北矿冶研究院

专业资信

107

青海省 青海创鑫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单位要求主动撤回申请。

108

青海省 青海观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09

青海省 青海科信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

110

青海省 青海省公路科研勘测设计院

专业资信

111

新疆

新疆和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高级职称专业人员配备数量不足。

112

新疆

新疆同济智建投资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足。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
专业资信
有限公司
不足。
未提供技术负责人证明材料；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不
足。

PPP专项资
PPP专项资信的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6人。
信

单位咨询工程师数量不足12人；符合条件的业绩数量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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