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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工程造价甲级资质
项目管理一等资质
市政行业设计乙级
建筑工程设计乙级



公司简介

        中天顺韵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2 月，注册资金 6000 万元，是一家集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招
标代理、工程设计（市政行业乙级、建筑工程乙级）、工程咨询、项目管理、BIM 咨询等于一体的全过程工程管理咨
询综合服务商。公司具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招标代理资质、一等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资质； 
公司通过了 ISO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2015 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三体

系。            公司目前拥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建造师、勘察设计工程师、招标师、注册咨询工程师等各类
国家级注册人员 110 余人、中高级职称 110余人，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 10 余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20 余人。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专业配备齐全，能满足各项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需要。
       公司是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与监理协会会员单位、四川省招投标协会会员单位、四川省造价工程师协会会员单
位、成都建设监理协会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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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企业资质：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企业资质：工程造价甲级



企业资质：市政行业乙级、建筑行业乙级



企业资质：项目管理和全过程工程咨询企业



荣誉证书



荣誉证书



荣誉证书



AAA级信用等级



三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荣誉证书



三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书



项目案列
中国自贸港•海南新羽悦商贸仓储中心项目
              项目概况：总建筑面积约497553.02m²，地上建筑面积约为 344207.15m²，地下建筑面积约为153345.87m²，建筑总占地面积约 
79652.38m²。



项目案列
佛罗伦萨小镇成都奥特莱斯扩建项目:
                项目概况：本项目整体规划致力于打造具有意大利传统乡村风格的露天奢侈品购物街。地上二层,局部三层,局部地下室,功能为设
备机房。本次扩建建筑面积约2.70万平米,两期建筑而积共约6.8万平米。



项目案列
金堂县四川田岭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堂县油橄榄产业园区（一期）
                项目概况：该项目以66500亩油橄榄种基地为依托，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目标，在项目核心区金堂县竹篙镇，开发利
用200亩丘区土地种植油橄榄，培育优质油橄榄苗，间种明参。同时开发建设“橄榄森林”（拟命名）主体公园，配套生态停车场、公
共基础设施等。1、油橄榄种苗基地：占地面积200亩，年培育优质油橄榄苗80万株；2、油橄榄种植基地12000亩，有效种植油橄榄
30万株。



项目案列

四川藏语佛学院甘孜分院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包括新建教学楼及教学辅助用房，学僧住宿楼，学僧食堂，教职工周转房，综合楼（大殿）和其他附属设施用房及相关附属设施
建设总建筑面积约为16000平方米的设计（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强弱电、暖通、室内装饰装修、总平景观绿化、消防等所有专项工程的方
案和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和预算编制工作和图纸送审、施工全过程现场相关技术服务等与设计有关的所有工作）、施工总承包，至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



项目案列
濛阳新城片区综合开发项目新居工程六期、濛阳街道新居工程五期项目
            项目概况：红线用地面积为64986.64平方米，容积率按2.5控制，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21.5万平方米；项目楼层数量为12-18层，楼层高
2.9m；地下停车场为整体建 筑，人防等级暂定6级；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住宅、配套用房、地下室工程、配套市政管线及附 属景观等。采用以市
场化方式自筹资金建设运营。②新居工程六期：建设内容主要包含新居工 程六期安置房、配套市政管线及附属景观等。新居工程六期红线用地
面积为33101.23㎡，容积 率按2.5控制，新建地上建筑物、地下停车场、附建式人防、配建等共计109699.06㎡。



四川省筠连县高铁新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及城市公园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1）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一期建筑工程17560平方米,其中：长途客运站建筑面积5310平方米,公交首末站建筑面积1250
平方米；高铁站前广场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高铁站前连接高架面积2000平方米；以及相应的给排水、供配电、通风、消防、防排烟等配套设
施；道路工程总长度6541米，其中煤都大道西段954米（宽32米）；站前大道2261米（其中宽30米的长度768米，宽24米的长1493米；筠腾
路（含山体综合治理工程）长1826米；滨河路长1500米。
（2）城市公园总建筑面积3800米，其中公园景观廊亭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城市特色展览馆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15米宽的环山公路6000米；
孙家山山顶危岩治理（孙家山山顶高程由775降低至650）以及相应的给排水、供配电、通风、消防、防排烟等配套设施。

项目案列



内江市市中区电子产业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规划净用地面积66821.0平方米(约100.2亩),总建筑面积91930.15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89693.35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
面积89693.3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236.82平方米,地下不计容建筑面积2236.82平方米。容积率1.34,建筑密度50.2%,绿地率13.42%,机动车位
147个(均为地上)。

项目案列



宏锦•雅苑

       项目概况：修建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商住楼，含地下室、物业管理用房、门卫房、小区绿化、小区道路等配套设施。

项目案列



项目案列
金牛区侯家幼儿园（沙西园区）建设工程、金牛区侯家桥社区综合体建设工程       
               项目概况：金牛区侯家幼儿园（沙西园区）建设工程项目：新建地上4层教学楼一栋，1层地下室。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建筑的土建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设备工程以及项目区域内的铺装道路、绿化、室外安装等总图工程。项目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4498.39㎡。项目总建筑
面积7364.82㎡，办学规模12个班，为全日制幼儿园；金牛区侯家桥社区综合体建设工程：建设内容包括社区综合体（地上5层，地下2层），包
括综合健身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院等用房几室外总图工程等。项目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2800.00㎡，约合4.2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10157.98㎡。地上建筑面积6718.47㎡，其中：综合健身馆建筑面积3005.2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2505.71㎡养老院建筑面积1207.56
㎡（30张床位）；地下室建筑面积3439.51㎡。



汉章街东西段道路工程
              项目概况：该项目道路总长1260米，其中西段长363米，东段长897米。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及市政道
路配套设施工程。

项目案列



合江县江北文化综合体建设项目
           项目概况：总规划用地面积243.78亩,总建筑面积118604.08平方米。包括教学楼、综合楼、1#实验楼、2#实验楼、女生宿舍、男生宿舍、文
化综合馆、综合报告厅、运动场、食堂、幼儿园及活动场地、临时排污设施等配套工程。合江县江北文化综合体建设项目配套建设1.6公里市政(城市)
次干道路路、交通、排水、照明、电力、通信、景观等工程。

项目案列



经典•唐安府
          项目概况：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5152.55㎡，整个项目其中近74%房源属于南北朝向,接近71%房源属于一梯两户纯板结构,整个设计让采光面
量大化,南北通透,通风改果好,保障了居住舒活度:整个小区全是仅8层的小高层,生活环境更纯粹。除了产品设计,项目在园林打造上也颇用心,本看“建
筑也是需要文化传承”的主旨,以＂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的体检”为准则,总计打造出12000m²的超大绿化面积,以“锦绣山水”的经典布局为主题,
让出了更大化的空间来给到园林景观，让业主居住更舒心，更舒适。

项目案列



达州商贸物流园区B1-3、E6-3、F1-3等地块市政绿化景观工程监理标段

              项目概况：达川商贸物流园区B1-3、E6-3、F1-3等地块市政绿化景观工程占地约370亩，包括绿化、景观等。

项目案列



项目案列
夹江千佛岩—东风堰4A级景区外部旅游标识牌安装

项目概况：夹江千佛岩—东风堰4A级景区外部旅游标识牌安装项目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该景区始建于清康熙元年（公元
1662年），是全国首批申报成功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也是乐山市继乐山大佛—峨眉山后的第三处世界遗产。



项目案列
斌华•翰林首座

项目概况：翰林首座位于达州市开江县普安镇，项目规划用地80000平米。



万源中学白沙小区改扩建工程

项目案列

项目概况：万源中学白沙小区改扩建工程总投资2896万元，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8000平方米，该项目包括新建教学楼及翻新
老教学楼，教育设备更新。



大竹县第十二小学建设项目

项目案列

项目概况：项目为占地面积26,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800平方米的教育发展，包含：围墙、化粪池、绿化等相关附属配套工程。



黄土镇生活垃圾压缩式中转站建设项目

项目案列

项目概况：黄土镇生活垃圾压缩式中转站建设项目位于成都市龙泉驿黄义路，总投资137万元，规划日处理垃圾能力80吨。



达川区三里坪小学新校区

项目案列

项目概况：达川区三里坪小学新校区总建筑面积9600平米，其中包含修建教学楼和教学辅助用房，以及附属配套工程。



宣汉县南坝帝师文化公园建设项目

项目案列

项目概况：南坝帝师文化主题公园占地60亩，约34000平方米，预算投资约2000万元，包含：唐瑜帝师铜像、帝师讲坛、帝
师文化走廊、音乐喷泉广场等，是帝师文化的传承新载体、城市水岸的生态软边界、公共空间的休闲慢活动、城镇发展的宜居
近体验。



巴中市恩阳区恩阳•首座项目

项目案列

项目概况：该项目由深圳市物业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巴中静州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该项目计划总投资96534万元，总
用地面积为89202.2㎡，规划设计总建筑面积为353325.82㎡，容积率3.5，建筑密度 30.00%，绿地率35.02%，其中住宅 2262 套
面积约 235402.15㎡，商业面积约41536.13㎡。项目分两期开发，其中恩阳首座一期项目占地面积约为53143.51㎡；地上建筑面
积约为193371.69㎡；含7栋高层住宅（1#、3#、4#、6#、7#、8#、13#楼）和5栋多层商业（2#、5#、9#、17#、18#楼）。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项目案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1                     渠江万源市城区鞠家坝段防治理工程 万源市河道治理管理中心

2 鸿洲家苑 四川金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万源中学白沙校区改扩建工程(一期）建设项目 四川省万源中学

4 通锦国际新城底下车库 四川路桥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南滨印象工程 达州市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筑信。西江樾工程 四川省联禾筑信置业有限公司

7 上观南城 C 区 2#楼工程
达州市华瑞置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广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8 天恒花园三期工程施工 四川天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             万源市竹峪镇营盘梁檀木寨大桥新建工程施工       万源市恒达利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             成都万友达州长安马自达汽车4S 店项目施工 成都万友达州长安马自达汽车4S店

11 万源市人民法院审判庭项目 万源市人民法院

12 万源市竹峪镇中心小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及学生食堂建设项目 万源市竹峪镇中心小学

13 万源市曾家乡覃家坝村赵家坡至龙家院子公路硬化工程 万源市曾家乡人民政府

14                  渠县岩峰职业中学实作实训大楼修建项目 四川省鼎欣工程招标监理有限公司

15           万源市竹峪镇场镇综合体管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万源市万宝源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项目案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16 万源市 2015年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施工 万源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17 万源市状元社区三社 2013-05 号地块棚户区改造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万源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18 万源市 2015 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万源市方家梁小流域工程建设 万源市水土保持局

19 达川区商贸物流园区盛达路西头土石方工程 达川区商贸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20 宣汉县 2015年现代粮油产业规模化经营试点项目 宣汉县土壤肥料工作站

21 通江县文昌宫、平河子、刘家沟、茶园沟、杨家河5座小（2 型水库枢纽除险加固工程 通江县水务局

22 通江县红山塘、余家湾、方家湾长嶆湾、堵台沟、聂家沟6座小（2）型水库枢纽除险加固工程 通江县水务局

23 达川南府杨柳幼稚园建设项目 达州市达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24 达州嘉祥外国语学校南侧道路工程 达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25 达州市达川区油茶场大湾工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达州市达川区油茶场

26 万源市大沙乡三教寺村和油坪村村道公路改扩建工程 万源市大沙乡人民政府

27 万源市白羊乡三清庙村公路改建工程 万源市白羊乡人民政府

28 华蓥市阳和镇偏岩子新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期工程项目 华蓥市阳和镇人民政府

29 万源市曾家乡覃家坝村黑山子至船头上公路改建硬化工程 万源市曾家乡人民政府

30 达川区 2016 年四川省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工程高标准粮田建设项目 达州市达川区土肥站



项目案列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31 达川区木子乡工人村、水口村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工程 达州市达川区木子乡人民政府

32 通川区西外“和谐家园”公租房10/0.4KV高低压配电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住房保障办公室

33 南涧县 2016年拥翠乡0.18万亩优质粮食基地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大理州南涧县农业综合开发领导组办公室

34 鹤庆县黄龙路二期（兴鹤路至建设路）道路绿化工程 云鹤镇人民政府政府

35 （鹤庆县黄龙路三期（建设路至双龙路）道路工程 云鹤镇人民政府政府

36 达川区桥湾初级中学整体迁建工程（二期）工程
达州市达川区政府投资非经营性房屋建筑项目代建管理中

心

37 牟定县新桥镇 2016 年脱贫摘帽安居工程建设马厂村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牟定县新桥镇人民政府

38 广安市前锋区疾控中心附属景观工程 广安市前锋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

39 砚山县砚山苑公共租赁住房附属工程项目 砚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0 孟连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院内道路硬化及场地） 工程 孟连县人民医院

41 华蓥市高兴镇完善高兴小区基础设施项目 华蓥市高兴镇人民政府

42 万源市中坪乡脱贫大桥建设项目和中坪乡大中坪村村道路公路硬化工程 万源市中坪乡人民政府

43 桂兴小学教学综合楼扩建项目 广安市前锋区桂兴镇小学校

44 华蓥市粮食物流项目 四川华蓥铜堡省粮食储备库

45 渠县 2015-2016年度生产性移民后扶项目（农村公路）施工 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46 四川省宣汉县彭泽鲫鱼良种场建设项目 宣汉县水产局

47 达川区金檀镇明珠村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工程 达州市达川区金檀镇人民政府

48 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 2015年度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基础设施项目施工 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人民政府

49 石桥路、博文街道路工程施工监理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0 达川区香隆乡包谷梁村、插旗山村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达州市达川区香隆乡人民政府

51 万源市妇幼保健院业务用房改扩建项目 万源市妇幼保健院

52 国网四川达州新桥供电公司检修工区生产用房及附属配套用房建设项目施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达州市新桥供电分公司

53 宣汉县龙泉学校中心幼儿园与教学综合楼项目施工标段 宣汉县龙泉学校

54 万源市官渡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楼、餐厅、校门及辅助设施 万源市官渡九年一贯制学校

55 羊岑乡六联小学综合楼工程项目 剑川县羊岑乡中心学校

56 宣汉县天宝乡至柏树镇公路工程 宣汉县天宝乡人民政府

57 达州市达川区花红乡梓潼观 9 组严实滑坡、平滩中学滑坡治理工程 达州市国土资源局达川分局

58 万源市永宁乡柏树坝村李子沟至庙坝社道公路硬化工程项目 万源市永宁乡人民政府

59 开江县甘棠镇中心小学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及运动场改造工程 开江县甘棠镇中心小学

60 景东二中教学楼、厕所建设项目 景东县教育局

项目案列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61 玉兴路 19 号消防维护工程 玉溪市红塔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62 万源市白果乡龙奔垭村、白果坝村、文家坪村村社道路改建工程 万源市白果乡人民政府

63 保山市昌宁县鸡飞镇邑等 3个村土地整治项目 昌宁县国土资源局

64 达川区申家乡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配套设施工程 达州市达川区申家乡人民政府

65 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河道治理工程项目-元谋县小井河等七条八段河道治理工程勘察设计（二次） 元谋县河道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局

66 万源市石窝学校教学楼新建项目 万源市石窝学校

67 渠县第三中学学生食堂宿舍综合楼建设项目 渠县第三中学

68 蓥峰水泥安置房坡屋顶建设项目 华蓥市天池镇人民政府

69 原渠县档案馆业务用房维修加固项目 中共渠县县委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70 万源市长坝乡幺滩村社道路路面硬化工程 万源市长坝乡人民政府

71 达川区木头乡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配套设施工程 达州市达川区木头人民政府

72 达川区河市镇成都村易地扶贫搬迁分散安置配套设施和示范点工程项目（） 达州市达川区河市镇人民政府

73 华蓥市跃进水库枢纽病害除险加固工程 华蓥市水务局

74 宣汉县南坝镇昆池中心综合楼建设项目 宣汉县南坝镇昆池中心校

75 禄市镇场镇雨污官网建设项目石材厂至禄市小学段） 华蓥市禄市镇人民政府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项目案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76 华蓥市 2017年省级水利发展专项资金水土保持项目-监理施工 华蓥市水土保持办公室

77 龙滩小学教学综合楼工程建设项目 广安市前锋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78 万源中学白沙小区改扩建工程一期（二标段）食堂建设工程施工 四川省万源中学、四川省凯达后勤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79 前锋区虎城镇农业供给侧改革示范基地建设（水利类）--监理 广安市前锋区水务局

80 渠县非现场科技治超站建设工程 渠县交通局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81 四川省万源市 2018 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石塘镇长田坝村桥梁及道路建设项目 万源市以工代赈办公室

82 万源市沙滩学校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 万源市沙滩学校

83 开江中学实验学校运动场地扩建及围墙修建工程 开江中学实验学校

84 万源市魏家镇中心小学校教学及辅助用房建设项目 万源市魏家镇中心小学校

85 开江县讲治镇中心小学校园维修改造工程 开江县讲治镇中心小学

86 万源市茶垭乡李家沟及磙子坪村社道路建设工程 万源市茶垭乡人民政府

87 万源市大竹河中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 万源市大竹河中学

88 万源市 2018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木腊溪小流域土建工程和生态苗苗工程 万源市水土保持局

89 万源市罐坝乡姚家山村和小石冠社道路硬化工程施工标段 万源市罐坝乡人民政府

90 达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维修项目 四川省达州中学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项目案列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90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东西1号支路道路及排水及绿化工程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91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南北1号延线、康城北路西段道路排水及绿化工程（第二次）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92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B1-3、E6-3、F1-3等地块市政绿化景观工程监理标段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93 大竹县中医院“治未病”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施工及监理二标段 大竹县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中心

94 开江县八庙镇（原拔妙乡）三角寨村、长堰沟村、石和寨村、复兴村；新太乡观音桥村、天成罐
村等2个土地整理项目监理

开江县国土资源局

95 通川区大北街片区环境改善提升暨商业街示范打造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

96 斌华•翰林首座 四川斌华科技有限公司

97 张家坝安置房小区地下车库改造项目监理 达州市通川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98 汉章街东西段道路工程

99 泸州医药园区孵化器II期（中药区）附属工程 泸州医药产业园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 邛崃市盘陀村金龟小区供水工程 四川上善水务有限公司

101 经典•西悦城三期 成都诚景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 汶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改造项目 中共汶川县新时代实践中心改建项目

103 西安路街道2020-2021年度污水治理工程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西安路街道办事处

104 彭州市桂花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 彭州市桂花镇人民政府

105 2019年水利发展资金彭州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监理服务 彭州市水利工程和水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案列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106 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场地整理项目监理 乐山高新投犍为基地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7 临江丽苑三期C地块安置小区外电及供配电工程监理 成都双流兴城置业有限公司

108 百家苑二期及配套道路外电、供配电工程监理 成都双流兴城置业有限公司

109 净水分厂（九水路）输电线路改造工程监理 成都市岷江自来水厂

110 九龙湖社区2020本年度城乡社区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九龙湖社区居民委员会

111 金牛区侯家幼儿园 沉浮金信源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2 经典唐安府 崇州市久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3 佛罗伦萨小镇成都奥特莱斯扩建项目 富罗恩斯置业有限公司

114 2020年成都高新区锦晖小学提升修缮工程 成都市高新区锦晖小学

115 西华街道办事处档案室装饰装修工程项目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西华街道办事处

116 四川省藏语佛学院甘孜分院建设项目 中共甘孜藏族自治州委统战部

117 四川省筠连县高铁新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筠连县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18 简阳市平泉街道柑橘新品种示范基地 简阳市汇众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9 金堂县高板中心卫生院改扩建项目 成都东进淮投融合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 G348荣县城区段（锁江桥至程家桥） 四川省荣县公路养护段

项目案列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121 黄土镇生活垃圾压缩式中转站建设项目 夹江县益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2 金堂县四川田岭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堂县产业园区（一期） 四川田岭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3 界牌生活垃圾压缩式转运站建设项目 夹江县益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4 甘江片区生活垃圾压缩式转运站建设项目 夹江县益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5 马村片区缩式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 夹江县益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26 夹江县漹诚镇任山村村道改善工程 夹江县漹诚镇人民政府

127 华头片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建设项目 夹江县华头镇人民政府

128 夹江县漹诚镇宿漕村村道加宽改造工程 夹江县黄土镇人民政府

129 五圣村农民聚居区污水一体化处理建设项目 天府新区籍田街道办事处

130 乐山市市中区泥溪河水环境拦河堰治理工程监理 乐山市市中区水务局

131 泸州医药产业园区电力配套工程项目 泸州高新区医药产业园区企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132 夹江千佛岩—东风堰4A级景区外部旅游标识牌安装 夹江县益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3 吴场镇生活垃圾压缩式转运站建设项目 夹江县益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34 夹江县漹城镇漹江村集中安置点产业道路项目 夹江县黄土镇人民政府

135 夹江县中兴镇王堰村集中安置点连接路项目 夹江县马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案列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136 西安路街道2020-2021年度污水治理工程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西安路街道办事处

137 邛崃市盘陀村金龟小区供水工程 四川上善水务有限公司

138 “经典•西悦城三期”项目 成都诚景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9 安宁街道储备油库便道工程项目 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街道民权社区居民委员会

140 中国自贸港•海南新羽悦商贸仓储中心项目 海南新羽悦实业有限公司

141
①历史浮雕墙群建设项目；②改造莲花广场中心雕塑、制作实物展柜、制作功勋立柱、设立缅怀

先烈场所项目；③营区政治氛围营造（灯箱部分）项目；④营区政治氛围营造（雕塑本分）项目；
⑤荣誉墙建设项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68302部队

142 锦晖小学2021年提升修缮工程 成都高新区锦晖小学

143 濛阳新城片区综合开发项目新居工程六期、濛阳街道新居工程五期项目监理 中交城市投资（成都）有限公司

144 富顺县公共停车场建设项目监理自贡晨光科技园区停车场一期（第二次） 富顺县富兴公共交通运业有限公司

145 泸县城东市政道路（支路）工程 泸县建筑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46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机关办公楼、机关食堂、仓库、新都站管理房及双流站、应天寺管理
房维修加固工程监理项目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

147 宏锦•雅苑 洪雅悟达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8 马尔康市救灾生活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马尔康市医疗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马尔康市应急物资
储备库建设项目、马尔康市粮食储备库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马尔康加绒交通水利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9 天沐锦江广场项目一标段 四川省原浦实业有限公司

150 成龙路街道办事处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监理服务采购项目（第二次）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成龙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案列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151 2021年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仁寿县水利工程管理总站

15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基建装饰装修施工监理入围供应商框架协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

分行

153 泸县抢险救灾应急工程项目工程队伍储备库 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54 润弘丽都住宅小区住宅正常使用性评定协议 成都市润弘投资有限公司

155 景德镇市绿达林场程龙林区公路升级项目 景德镇市绿达林场

156 绵竹市第六水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监理标段 绵竹市城市供水服务中心

157 洪雅县两山转化基地改扩建项目监理 四川玉屏山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158 朔州市华朔储能技术有限公司应县400MW/800MWh独立储能项目EPC总承包工程监理 朔州市华朔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案列
近年主要业绩一览表



加盟顺韵

                    战略合作  诚信加盟
【合作需求】您有抱负，有才华，
                               可是，您缺少一个适合您的平台……
【合作条件】您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资源；
                               具有一定的技术力量；
                           您为人诚信、具有执著的精神。
【合作方式】

     

        优服务             高成长

高资质             低投入



联系方式

加盟热线：18080088006(顾先生）

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康路沙河壹号B座10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