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审查结果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行政许可号

等级范围

1

北京蓝源恒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08671725862F

京设许字：（2021）001号

同意：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 乙级 延续
。有效期至2026-01-14。

2

北京益德嘉祥建筑有限公司

91110109MA01N5BJ21

京设许字：（2021）002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3

北京西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9MA01NT7X7W 京设许字：（2021）003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新单位。有
效期至2026-01-14。

4

北京当代创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1110108700238335G

京设许字：（2021）004号

同意：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5

北京鸿成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9MA01T71010

京设许字：（2021）005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单位。有
效期至2026-01-14。

6

北京康伟兴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157475129520

京设许字：（2021）006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核定。有效
期至2026-01-14。

7

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91110228MA007BWT6G 京设许字：（2021）007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8

北京国标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京设许字：（2021）008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9

中航安泰（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1110116MA0033BB1N 京设许字：（2021）009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10

北京中咨路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9111010680221924XQ

京设许字：（2021）010号

同意：市政行业（给水工程） 乙级 增项。有效
期至2026-01-14。

11

北京中咨路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9111010680221924XQ

京设许字：（2021）011号

同意：市政行业（排水工程） 乙级 增项。有效
期至2026-01-14。

91110108102068305P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行政许可号

等级范围

12

北京天图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5101158210W

京设许字：（2021）012号

同意：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增项。有
效期至2026-01-14。

13

北京市环科环境工程设计所

91110102101335926W

京设许字：（2021）013号

同意：环境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 乙级
重新核定。有效期至2026-01-14。

14

北京冠君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7MA00G5CF75 京设许字：（2021）014号

同意：电力行业（送电工程） 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15

北京冠君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7MA00G5CF75 京设许字：（2021）015号

同意：电力行业（变电工程） 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16

北京智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91110117MA01T8MB8C 京设许字：（2021）016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新单位。有
效期至2026-01-14。

17

北京中和盛图测绘有限公司

91110106672370354R

京设许字：（2021）017号

同意：工程勘察专业类 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
监测） 乙级 新申请。有效期至2026-01-14。

18

北京哈泰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1110105599691222Y

京设许字：（2021）018号

同意：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乙级 重
新核定。有效期至2026-01-14。

19

北京弘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4MA01DWGY6X 京设许字：（2021）019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20

中交三公局（北京）工程试验检测有
限公司

91110101576862869F

京设许字：（2021）020号

同意：工程勘察专业类 岩土工程（勘察） 乙级
新申请。有效期至2026-01-14。

21

北京九通衢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11101147533173287

京设许字：（2021）021号

同意：工程勘察专业类 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
监测） 乙级 增项。有效期至2026-01-14。

22

建洲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11101066782189863

京设许字：（2021）022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23

京诚泰达(北京）建设有限公司

91110109MA00FLDA0H 京设许字：（2021）023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行政许可号

24

万达酒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111010505736979XK

京设许字：（2021）024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重新核定。
有效期至2026-01-14。

北京巨洲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7MA01LMQR9E 京设许字：（2021）025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25

等级范围

26

北京北方天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21021649460

京设许字：（2021）026号

同意：军工行业（弹、火工品及固体发动机工
程） 乙级 核定。有效期至2026-01-14。

27

北京北方天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21021649460

京设许字：（2021）027号

同意：军工行业（控制系统、光学、光电、电子
、仪表工程） 乙级 核定。有效期至2026-01-14。

28

北京北方天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21021649460

京设许字：（2021）028号

同意：机械行业（金属制品业工程） 乙级 核定
。有效期至2026-01-14。

29

北京中天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911101085636936729

京设许字：（2021）029号

同意：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增项。有效
期至2026-01-14。

30

北京南洋建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3102495796X

京设许字：（2021）030号

同意：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延续。有效
期至2026-01-14。

31

北京航天神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8563665137F

京设许字：（2021）031号

同意：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增项。有效
期至2026-01-14。

32

北京中铠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8MA01LA7UXD 京设许字：（2021）032号

同意：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单位。
有效期至2026-01-14。

33

北京兴杰恒业石油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91110105783992316E

京设许字：（2021）033号

同意：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 乙级 延
续。有效期至2026-01-14。

34

北京易景道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98023471022

京设许字：（2021）034号

同意：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重新核定。
有效期至2026-01-14。

35

盛合兴（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7MA01UG4196 京设许字：（2021）035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新申请。有
效期至20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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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北京悦智概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66932270047

京设许字：（2021）036号

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丙级 核定。有效
期至2026-01-14。

37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91110105101647604W

无

不同意：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管道输
送） 乙级 增项

38

北京交大建筑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91110108101986868M

无

不同意：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增项

39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9111010566840059XP

无

不同意：环境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 乙
级 核定

40

瑞美（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2MA019TFD8J

无

不同意：电力行业（变电工程） 丙级 新申请

41

瑞美（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2MA019TFD8J

无

不同意：电力行业（送电工程） 丙级 新申请

42

北京中咨路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9111010680221924XQ

无

不同意：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丙级 增项

43

北京首都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0774470369X6

无

不同意：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增项

44

墨筑（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11758742809M

无

不同意：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延续

45

北京城建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81021136390

无

不同意：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增项

46

建洲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11101066782189863

无

不同意：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

47

北京益源泰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9MA01P7XH2C

无

不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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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北京国电德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2754193662F

无

不同意：工程勘察专业类 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新单位

49

北京创建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2MA005JRF09

无

不同意：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

50

北京嘉永会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110302661558693K

无

不同意：建材行业（新型建筑材料工程） 乙级
延续

51

北京利达贞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6579023972Y

无

不同意：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 乙级 新申请

52

北京莱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05672395041K

无

不同意：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增项

53

北京晨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2MA001JDL97

无

不同意：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乙级
新申请

54

北京晨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2MA001JDL97

无

不同意：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 乙级 新
申请

55

北京晨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2MA001JDL97

无

不同意：环境工程（污染修复工程） 乙级 新申
请

56

中能智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91110102774064956D

无

不同意：电力行业（变电工程） 乙级 新申请

57

中能智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91110102774064956D

无

不同意：电力行业（送电工程） 乙级 新申请

58

北京远浪潮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9111010172143575X8

无

不同意：市政行业（排水工程） 乙级 增项

59

北京中核四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91110108763537957A

无

不同意：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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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北京华电光大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91110114062812004W

无

不同意：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乙级
新申请

61

北京坦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911101157177255272

无

不同意：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 增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