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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受检单位名单及检查的业务范围 

序号 单位名称 检查的业务范围 
所在设

区市 

1 江苏同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市 

2 江苏中路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甲级 南京市 

3 南京国联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变电工程） 甲级 南京市 

4 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建材行业（非金属矿及原料制备工程）甲

级 
南京市 

5 
南京华升卓越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

司 
结构设计事务所 甲级 南京市 

6 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甲级 南京市 

7 江苏先行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市 

8 江苏宁同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9 南京浦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0 中晟全过程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南京市 

11 南京路通交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2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3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 乙级 南京市 

14 江苏中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5 江苏轩轾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6 江苏省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7 中哲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8 南京金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19 南京城园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南京市 

20 江苏拓嘉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21 江苏诚标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市 

22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市 

23 江苏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排水工程、道路工程） 乙级 南京市 

24 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行业（排水工程） 乙级 南京市 

25 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农林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森林

工业工程） 乙级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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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工

程测量）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26 
南京回归建筑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 乙级 南京市 

27 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 乙级 南京市 

28 南京苏夏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 乙级 南京市 

29 卓汇（江苏）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 乙级 南京市 

30 
中航电科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集团有限

公司 

市政行业（道路工程） 乙级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市 

31 
南京扬子石油化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 乙级 南京市 

32 南京市匠心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33 贝优特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类（有线通

信、无线通信）） 乙级 
南京市 

34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南京市 

35 江苏路安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南京市 

36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南京市 

37 南京交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南京市 

38 南京丝路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交通工程） 乙级 南京市 

39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建材行业（水泥工程） 乙级 南京市 

40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市 

41 江苏常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市 

42 江苏德能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市 

43 江苏中能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市 

44 国网江苏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 乙级 南京市 

45 南京凯盛开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火力发电（含核电站常规岛设

计）） 乙级 
南京市 

46 南京中核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47 南京仲量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48 羲和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49 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50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51 江苏远束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市 

52 
上海电气（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

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53 南京盛之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风力发电） 乙级 南京市 

54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市 

55 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管道输送）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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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乙级 

56 南京先河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冶金行业（金属材料工程） 乙级 南京市 

57 南京易环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农林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 乙

级 
南京市 

58 江苏苏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农林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 乙

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工程测量） 

乙级 

南京市 

59 江苏兴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工

程测量） 乙级 
南京市 

60 江苏亚道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京市 

61 南京东南建筑结构技术研究所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京市 

62 南京宏远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京市 

63 南京金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乙

级 
南京市 

64 南京南房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京市 

65 南京苏太智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南京市 

66 南京新华泰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京市 

67 智方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南京市 

68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南京市 

69 江苏同元纬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京市 

70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京市 

71 
江苏中镁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南京市 

72 南京九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京市 

73 江苏信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京市 

74 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南京市 

75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排水工程）甲级 无锡市 

76 宜兴市宜能实业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 甲级 无锡市 

77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甲级 无锡市 

78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甲级 无锡市 

79 江阴飞扬岩土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

级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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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80 江苏森尚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无锡市 

81 无锡市景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人防工程） 乙级 

市政行业（排水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

程） 乙级 

无锡市 

82 江苏汉唐城建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无锡市 

83 江苏万安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无锡市 

84 无锡市明大交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无锡市 

85 江苏腾上建设有限公司 
农林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 乙

级 
无锡市 

86 无锡高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无锡市 

87 无锡轻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乙级 无锡市 

88 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无锡市 

89 江苏中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无锡市 

90 江阴市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乙

级 
无锡市 

91 宜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乙级 无锡市 

92 江苏翱翔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热力工程） 乙级 无锡市 

93 江苏唐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热力工程） 乙级 无锡市 

94 徐州九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徐州市 

95 江苏省第一工业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徐州市 

96 中为（江苏）城建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热力工程） 乙级 徐州市 

97 徐州众承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徐州市 

98 徐州送变电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徐州市 

99 江苏丰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徐州市 

100 
徐州市城乡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徐州市 

101 徐州市水利建筑设计研究院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徐州市 

102 新沂市建筑设计院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徐州市 

103 江苏晟唐合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 常州市 

104 
江苏华源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甲

级 
常州市 

105 中维建研（江苏）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常州市 

106 常州市京杭土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 乙级 常州市 

107 江苏华亚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 乙级 
常州市 

108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常州市 

109 江苏天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常州市 

110 常州市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 乙级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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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天铂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常州市 

112 常州金坛金能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常州市 

113 江苏常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常州市 

114 溧阳瑞源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常州市 

115 江苏中煤地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常州市 

116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常州市 

117 常州市安贞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常州市 

118 江苏中达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常州市 

119 常州建昊建筑鉴定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常州市 

120 中交一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 甲级 苏州市 

121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 甲级 苏州市 

122 苏州旭杰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事务所 甲级 苏州市 

123 江苏建院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

测监测））甲级 
苏州市 

124 江苏海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25 苏州设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26 苏州拓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27 德邻联合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28 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 乙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29 
中行通工程咨询设计研究院（苏州）有

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苏州市 

130 苏州恒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3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 乙级 苏州市 

132 苏州市中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33 苏州新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苏州市 

134 苏州众庆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乙

级 
苏州市 

135 苏州市建筑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苏州市 

136 昆山华一岩土勘察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乙

级 
苏州市 

137 昆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苏州市 

138 昆山天御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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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级 

139 苏州远通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苏州市 

140 江苏永通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

路工程、桥梁工程） 乙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41 苏州中开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42 苏州市平安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乙

级 
苏州市 

143 江苏双山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苏州市 

144 江苏中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 苏州市 

145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 南通市 

146 南通和信工程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通市 

147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海门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南通市 

148 南通碧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市政公用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

路工程、桥梁工程） 乙级 

南通市 

149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启东发展有限公

司 

市政公用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 乙

级 
南通市 

150 江苏华旭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通市 

151 江苏金石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通市 

152 江苏东电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南通市 

153 南通天利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南通市 

154 南通建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南通市 

155 如皋市岩土工程勘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南通市 

156 连云港智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 甲级 连云港市 

157 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河道整治） 甲级 连云港市 

158 江苏春天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甲级 连云港市 

159 江苏华翕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连云港市 

160 江苏蓝海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连云港市 

161 连云港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连云港市 

162 淮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甲级 淮安市 

163 淮安市正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淮安市 

164 江苏天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淮安市 

165 蓝地球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市政行业 乙级 
淮安市 

166 江苏唯美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淮安市 

167 江苏亿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淮安市 

168 江苏中达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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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江苏成达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 乙级 淮安市 

170 
淮安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淮安市 

171 江苏省万达勘测检测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乙级 淮安市 

172 盐城市现代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 盐城市 

173 阜宁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甲级 盐城市 

174 江苏铭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甲

级 
盐城市 

175 江苏国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市政行业 乙级 
盐城市 

176 江苏景然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77 江苏中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市政行业 乙级 
盐城市 

178 盐城市盐工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79 江苏卷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盐城市 

180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风力发

电） 乙级 

农林行业（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工程、森林

工业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81 江苏东信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82 江苏明山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83 盐城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84 江苏水平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85 建勘岩土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盐城市 

186 盐城市大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盐城市 

187 东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乙级 盐城市 

188 江苏智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盐城市 

189 江苏吉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 乙级 盐城市 

190 
江苏城乡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扬州市 

191 江苏龙腾坤鑫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扬州市 

192 江苏邗建集团万隆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乙

级 
扬州市 

193 江苏拓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 甲级 镇江市 

194 江苏初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镇江市 

195 镇江八一四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物探

测试监测检测）） 乙级 
镇江市 

196 
镇江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镇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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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镇江市精勤测绘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镇江市 

198 江苏同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泰州市 

199 江苏国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泰州市 

200 中城建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 乙级 泰州市 

201 江苏贝特管件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热力工程） 乙

级 
泰州市 

202 泰州市姜堰区建筑规划设计院 

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泰州市 

203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行业（道路工程） 乙级 泰州市 

204 江苏鸥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泰州市 

205 泰州市海陵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泰州市 

206 泰州市金煜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乙

级 
泰州市 

207 江苏省路润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行业（公路）乙级 宿迁市 

208 江苏省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 乙级 宿迁市 

209 江苏中联测绘有限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监

测检测）） 乙级 
宿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