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督检查合格单位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雅地东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龙元建设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蜀韵东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北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方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益进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白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国电华北国际电力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江森自控有限公司

天禹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谊高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宏城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庄国际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中瑞电子系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卓展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九源(北京)国际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志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勘察设计院

北京东方新星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众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科环境工程设计所

科宝博洛尼（北京）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众联盛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环瑞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佰能智诚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地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北京全会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原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京侨通信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嘉亦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美兴达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电禾融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实创博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东方梦幻（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京运佑锦照明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睿恩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交达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技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北京邮通电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健安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一彩空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港源幕墙有限公司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瑞祥佳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和建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玉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亚洲卫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金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原色聚落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铁道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咨泰克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特鸿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众典视界建筑工程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中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道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兴振翔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林业工程咨询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天宇医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华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氏德珂装饰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城联基业（北京）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自来水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筑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通程泛华建筑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圣帝国际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众信成勘测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都市霍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华太建筑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启桃基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碧筑业装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维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加集成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上一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优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龙源（北京）风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顶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格兰易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马建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环建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中天开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远骥都市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北方世纪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北京同舟嘉艺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夏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智慧宏图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北京千江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京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亮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华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富美达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北京达瑞化工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集美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中设筑邦（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经典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启力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鲁和华峰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泰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积兴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银泰永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城际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林先进生态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北控电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菲尼有限公司

北京中水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贸工程设计院

北京翰威东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乐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冶泰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九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航蓝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时正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广安联合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禹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泰美新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建筑市政设计所

北京建磊国际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潮鑫彩钢建筑装饰工程有公司

北京世纪实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世博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尊力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城美绿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利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方略博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华瑞博远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丹青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格林贝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兴融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筑中建设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迷住家居设计有限公司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保利达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中展光大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蓝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博雅宏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蓝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笔中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政泰和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一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新厦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中新合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天地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方圆一品国际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恒开基业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斯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同聚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五洲环球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源树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

中信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永新环保有限公司

北京博华天工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荔恒元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实华油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莱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路桥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房勘金地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中垣联合（北京）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天赋百合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鑫瑞宏图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惟邦营造建筑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三川元和（北京）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星卓宏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海博大国际建设有限公司

宝佳丰（北京）国际建筑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高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科旅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海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大洋碧海渔业规划设计院

北京华安北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科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安德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兆华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雅点聚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誉嘉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睿数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图建达低碳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今大禹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闪维（北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华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业之峰诺华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风云汇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驿泊空间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基发展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航勘建设有限公司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建北方（北京）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鸿昌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伟宏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迅达成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天瑞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奥意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泰尔凯达电信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清润国际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北京京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吉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正义清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华盈恒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思意特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北京中奥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德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李捷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富卓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鸿恒基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易阳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唯诚信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优高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闽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建院约翰马丁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丽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装兄弟（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阿科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泰建工（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博艺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易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智能建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勘国建（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淡士伦建筑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汉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园林工程设计所

北京纬纶华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堂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意诚远耀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加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昌工程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诚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建筑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津西赛博思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金润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创毅力源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电话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班墨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矿资源地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盛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泰戈特（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岩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百和科信电力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坐标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合建志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中京工程设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城华鼎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核四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尚驰环球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环球焦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益泰牡丹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森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松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交大建筑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奥菲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科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伯尔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赫立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燕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道勤创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恒营造建筑科技（北京）集团有限公司

中机华信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绿维文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众邦展览有限公司

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北京）综合能源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蓝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益泰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盛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畅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乾景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绿盟（北京）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燕山玉龙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梦客豪思（北京）环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景恒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沃得沃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中国通广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大龙义盛建筑设计所有限公司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环国投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神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安嘉（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商通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南粤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融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纳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英伦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鼎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搜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聚合电力工程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汀顿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吉通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通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塑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昌华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天铭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勘天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构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友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咨工程设计公司

北京旭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华建筑设计合资有限公司

北京中筑天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三磊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清美道合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神州必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千里驹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北京千山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山消防保安技术有限公司

中工沃特尔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极拓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万达酒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栖枫（北京）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勘国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明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花旗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平年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诚未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人防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铭基电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深华达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爱地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

北京钢研新冶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联讯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专业设计院股份公司

北京中联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朗劢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正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设计所

北京首都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优奈特燃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环工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兴创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叶张孙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江河水利水电咨询中心

中航工程集成设备有限公司

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甲尼国际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乃村工艺建筑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中材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东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中消长城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戴纳实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世茗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王董（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黎铝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挚诚华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大地航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电联供用电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冠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诚国际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泰瑞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众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清大国华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联华建筑事务有限公司

中京方正（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五衡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业之峰诺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空间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智博慧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燕京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机勘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良业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元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

北京龙电宏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汉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土人城市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多方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金丰环球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建设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迪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玛斯特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星园林古建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艺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利时怀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天图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奥信建筑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北京振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博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自由创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元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自凯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水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乾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茂中天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中外建华诚（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智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翰海青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业永兴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宜和人文开元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国信桥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腾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麒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北京筑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满意领航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山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博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长城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首建品印国际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亿尊建筑装饰设计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天宁消防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色北方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计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一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昕亿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港文景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和平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工程勘察所

北京房地中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环利科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博绿信远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中建城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房集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水新华灌排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创汇天成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交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兴成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热力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兴安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兴杰恒业石油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弱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翰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埠特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丽贝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联勘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盛佳凯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华铁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联创美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阿普贝思(北京)建筑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冶赛迪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高辉利豪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网全能电力有限公司

北京德沅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咨恒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通畅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经国际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弘天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华体创研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滨海金地矿业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神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立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鑫恒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邮政科学研究设计院

北京炎黄联合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众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矿务局综合地质工程公司

北京京电联合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北恒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艾瑞信系统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嘉禾锦业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海龙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丰进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昆仑利时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文弘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星际元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禹冰水利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卓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诚优佳（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六合北方通讯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石大东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巨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世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合成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恒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贝盟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装清风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小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诺思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集力缘金象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北京新松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盛华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墨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科建（北京）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五豪世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天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别处空间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城建亚泰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燕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清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润泽瑞装饰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百尚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脉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金宇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科华国际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美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广阔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北京建业通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清控人居光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永创众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装华泰（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汉星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实兴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正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恒发安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洲际建筑装饰设计与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奕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鑫日伟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市平谷区工程勘察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卓建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龙源科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瑞安特声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鼎建设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天伟业（北京）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天伟业（北京）建筑机电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华美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海路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澳斯派克（北京）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天海世纪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电系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彬中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乾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铁北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筑邦臣（北京）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和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建达道桥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瑞奇利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鑫通达轨道交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中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旭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路星（北京）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



北京住总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网京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亚太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中咨路捷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鸿睿嘉讯（北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计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神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天盾信息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远方岩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颐通建业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业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军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方州基业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方—汉沙杨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建保新（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超达幕墙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柯德普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煤科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丰禾基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科海致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建都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长信泰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墨匠国际建筑设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新创中盛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寰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鸿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博宇弘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交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远浪潮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友安盛防火技术有限公司

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五色国际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蓝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策众合(北京)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桐欣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兴泰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兴成文缘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海湾威尔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青阳电力工程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昊润嘉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德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绿蚂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逸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鸿屹丰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益泰东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

北京哈泰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景程汇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京电发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凯帝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未觉（北京）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银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凌云宏达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美圣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宇栋梁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长迪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泰海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远方工程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捷利文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四海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意境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瑞威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雅虹博艺展览展示（北京）有限公司

中迅达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中融艺乐田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翰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网合创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本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瑞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施耐德长城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弘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良塔装饰工程中心

中鼎建（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忠信博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易兰（北京）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弘石嘉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长青伟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盛禾川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长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经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健和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泰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丰海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中航汇盈(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筑福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森唯（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能中电节能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力佳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时佰德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涌联恒创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惊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佰能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合现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建中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戎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地地矿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明星信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众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天润子真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多维豪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艺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鑫海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特希达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京仪自动化系统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恒扉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盛兴烨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施图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地大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亚瑞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铁房地产集团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华祺洋消防安全有限公司

捷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排水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开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洲际亮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港联建设（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盛茂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航天万源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蓝海华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众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华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煜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建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电信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广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信和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友发国际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千府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龙翔天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三匠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泡轻钢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克赛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万弘佳景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腾（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栋梁国际照明设计（北京）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智宇天成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新型材料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研（北京）抗震工程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建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科学技术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方圆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电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悦装（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硕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威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建研地基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元世纪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新燕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景昊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筑都方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东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希埃希建筑设计院

北京科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中天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建芳伟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京惠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营造无限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

华翔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景观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京江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永信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北京宇航恒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点意空间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北京市劳保所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房绿茵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瑞通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科瑞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侨兴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西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妫谷博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天成英良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远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金华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开元诚迅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奥瑞特国际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信海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方略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明耀通达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合众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

北京中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中兴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新纪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京电新华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实创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麦思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远洋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广德国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红海岸通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木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雅饰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集美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电迅捷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丰禹森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弘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