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按规定时间上报监督检查单位

北京市顺政市政设计所

北京创新永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大启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督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汉广基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典恒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全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华国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斯尔福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伟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博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开创建（北京）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绘立得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方德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建网源电力设计研究所

北京简美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豪太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鑫雨敏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源创绿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成（北京）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新创迪克系统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蓝普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兴星伟业生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赛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兴中兴建筑设计事务所

北京三吉利电力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和盛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朗仁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隆兴虹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强鼎第（北京）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天鸿圆方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兴合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京海铁鑫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柏梁机电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阳光建筑设计事务所

正东空间实业有限公司

中土凯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繁荣世纪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格瑞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钜祥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乐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力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铁建振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诚信矿山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勘联合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欧迪斯曼（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建筑勘察设计所

北京东方瑞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都林国际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方东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扶桑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国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和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简盟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

北京京评宏图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盛工程勘察中心

北京京天诚信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军都晨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梁开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路桥瑞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南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原创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天筑美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万合创景国际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威斯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艺成园装修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核大地矿业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中机一院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通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筑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大有水木建筑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首投创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继联华国际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中建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筑设计（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

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北建方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蜀东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至清时光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德成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路通工程勘测有限公司

北京山水心源景观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百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卫科技开发经营中心

北京中元建文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维奥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金源环保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首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星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伟兴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力天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丽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水木南山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泰和通金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黑油数字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航安百校建筑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三益能源环保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民建建筑设计所

北京金易格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亚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恒龙永昌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日照松国际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笔特国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北京水木清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荣海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航空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创新绿洲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俞龚琪元机电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富威泰能电气有限公司

浦华控股有限公司

中融（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恒嘉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建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华电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悦智概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众合信诚（北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嘉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蓝源恒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基亚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科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雅林士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星光瑞达建筑装饰工程处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鼎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穗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泰润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欧贝德建筑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伏力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耘丰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住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诚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综建科技有限公司

中交三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财富时代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嘉誉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今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兰天大诚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传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曈馨兴业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正邦兴业建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艾派斯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兆华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国承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圣海林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信东源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金交信息通信导航设计院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福森园林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蓝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侨信装饰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同奥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路华成（北京）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强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群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美城东方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盛邦新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潮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吉顺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曲星兄弟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展鸿佳艺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长城鑫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安泽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密云县建筑设计所

北京博思睿诚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恒静禾声环保有限公司



北京三似伍酒店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城国合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政洋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通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

北京京电文华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华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北航天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宝都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天际线机电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程天工科技有限公司

央美光成（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万嘉贺装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林东珠（北京）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创新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万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筑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青山绿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琪玥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城乡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木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华航文化传播（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欧诺森（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湘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和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舜葳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盛源新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领鑫渤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杰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首越（北京）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晓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瑞安特广播电视设计院

北京中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阳恒通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五元素建筑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金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交机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绿恒科技有限公司

洪阳冶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生光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玛雅森林（北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盛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世和百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瑞峰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凯希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住宅产业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博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南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诺亚方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圣可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以诺视景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中筑实创（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西典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腾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鑫业博诚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龙惠源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洛德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佳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圣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双泽（北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奥尔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网红阳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科建筑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五度建筑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都市筑境（北京）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隐悦界（北京）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德创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丰泰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米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艺豪超创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筑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八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凯顺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圣点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时代新智仿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世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融路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德能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脉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诚华宇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明筑天成建筑设计院（北京）有限公司

中御建设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文康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京铁清尚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力博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同创天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北京迈达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华能达电力技术应用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坐北朝南建筑设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航国润（北京）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冠宇鸿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金鼎云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圆之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必成创景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慧宇伟业国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身临其境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集隆永安工程勘查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翰时国际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龙高科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公科固桥技术有限公司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煤（北京）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都市筑景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水科远大（北京）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科诺伟业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尚华创意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鼎春德正测绘中心

北京龙浩机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天石大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观筑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奥特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通天畅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全汇兴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宇瑞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长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亿水泰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

北京中奥天合国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交金桥工程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锦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通营造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筑境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水嘉实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浩博瑞建筑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苏鑫华安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京工建（北京）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立兴荣（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农绿能（北京）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四海嘉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贵月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三合正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雨人润科生态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寰艺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翅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时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金镶岩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泰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鑫正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国能京源（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华创融盛展示（北京）有限公司

惠诺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三鑫晶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海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尚层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环洋经典建筑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大恒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腾飞普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怡景艾特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宜之美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远洋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寰建（北京）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龙贸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英特威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英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泽仪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厚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森拉普尔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智华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诚信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高迪客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金泽环境能源技术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宜美建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金盛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锦程前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柯森特科技有限公司

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特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奥本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科净源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影影院工程设计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同创智慧空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诚信中奥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赛迪工业和信息化工程设计中心有限公司



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瀚瑞安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林泽基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鸣仁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青亚特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远鹏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金一明展示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沃德智光国际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费尔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今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天仁民防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乾嵩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朋利嘉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隧盾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祥豪国际建设（北京）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乐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易墨华夏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欧菲思（北京）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睿智优势（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建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金源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北华建实验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豪杰盛世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信弘信（北京）信息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育灵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力天大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博菲信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华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源盛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路祥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瑞拓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传广视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日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雷雨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雅联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多信慧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国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赛能杰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路港（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新港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众得滋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京桥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西景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富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山景明展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集信达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迅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舜景易道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颐颢兴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国华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瑞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通用（北京）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荣威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思凯来（北京）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华商远大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品界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太伟宜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远洋东方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深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航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建大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建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昱华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博德西奥（北京）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春宇大道（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华博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龙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雅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筑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星光裕华照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中水科工程总公司

北京汇巢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慧城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百川基业（北京）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龙辰泉消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智伟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瑞祥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万兴宏盛建筑勘测技术有限公司

东道品牌创意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博地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