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

序号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评价得分 信用等级

1
阿拉善盟云峰道桥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335线棍呼都格（包巴界）至海流图段公路工程
TJSG-3标段施工

94.00 A

2 安徽开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特级

省道204线浩饶山（兴呼界）至察尔森段公路工程
HCTJ-3标段施工 

85.47 A
省道309线繁殖场至阿力得尔段公路工程

FATJ-3标段施工

3 安徽正奇建设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贰级 国道331线加疙瘩至长青林场段公路JCTJ-4标段施工 85.00 A

4
包头市公路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335线白云鄂博至明安镇（棍呼都格）段
公路工程项目施工

90.87 A省道315线托克托至东河段公路工程施工

国道110线包头北绕城段公路项目
BTBRCSG-1合同段施工

5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331线加疙瘩至长青林场段公路JCTJ-2标段施工 92.00 A

6
北京路路达交通设施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
全设施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特段
施工总承包（2标联合体）

98.10 AA



7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特级

国道332线阿里河至库布春林场段公路项目施工总承包
（联合体）

94.95 A阿拉坦合力至乌力吉图敖包段边防公路施工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
BMTJ-7标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8
福建省百川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242线公其日嘎至乌兰镇段公路第四标段施工 97.00 AA

9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332线阿里河至库布春林场段公路项目
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95.27 AA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5标联合体）

10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242线公其日嘎至乌兰镇段公路第三标段施工 93.00 A

11 杭州神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

国道331线乌里雅斯太至额吉淖尔段公路交安2标施工 94.00 A

12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

省道313线明安图至新宝拉格段公路土建1标施工 94.00 A

13 河北交建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壹级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

BMTJ-7标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94.80 A

14 河北龙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

全设施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国道331线乌里雅斯太至额吉淖尔段公路交安1标施工 93.00 A



15
河北特利特交通设施

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
全设施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国道242线公其日嘎至乌兰镇段公路交安施工 93.00 A

16
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213线达来呼布至东风航天城段公路工程项目
A2合同段施工

96.00 AA

17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1标联合体）
93.60 A

18 华睿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

电工程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国道512线口子村（蒙晋界）至丰镇段公路
机电工程施工（联合体）

94.00 A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

BMJD-2标段施工

19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特级
省道304线四道河子至多伦诺尔段公路建设项目

TJ-1标段施工
90.00 A

20
吉林省兴宇路桥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
省道204线浩饶山（兴呼界）至察尔森段公路工程

HCTJ-1标段施工
89.10 A

21 江苏建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

电工程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
BMJD-1标段施工

94.00 A

22 江苏耀鑫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

全设施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3标联合体）

95.00 AA

23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331线宝格达山至阿尔诺尔布敦段公路
土建2标施工

92.00 A

24 江西有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壹级
国道331线零点至宝格达山段公路工程           

LBTJ标段施工
92.00 A



25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特级

国道335线棍呼都格（包巴界）至海流图段公路工程
TJSG-2标段施工

93.67 A
国道213线达来呼布至东风航天城段公路工程项目

A1合同段施工

国道331线北银根至路井段公路工程施工

26
内蒙古东源水利市政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317线横山至上海庙公路昂素至陶利段
二期工程施工

94.00 A
省道215线乌不浪口至新安段公路（乌拉特中旗境内）

工程施工

27
内蒙古交工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贰级

省道215线乌不浪口至新安段公路（乌拉特前旗境内）
工程施工

88.00 A

28
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105线旗下营至科布尔段公路土建工程施工

93.84 A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1标联合体）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特段
施工总承包（4标联合体）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公主埂至经棚段
施工总承包 （联合体）

29
内蒙古联手创业路桥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2标联合体）

94.50 A

30
内蒙古联手路桥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331线加疙瘩至长青林场段公路JCTJ-1标段施工 84.99 B



31
内蒙古路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

丹锡高速公路克什克腾至承德联络线克什克腾（经
棚）至乌兰布统（蒙冀界）段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96.33 AA
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32
内蒙古天骄公路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331线宝格达山至阿尔诺尔布敦段公路
土建1标施工

94.33 A省道313线明安图至新宝拉格段公路土建2标施工

国道242线公其日嘎至乌兰镇段公路第五标段施工

33 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5标联合体）

96.33 AA

国道242线公其日嘎至乌兰镇段公路第二标段施工

34 攀枝花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壹级

省道304线宝昌至丰胜段公路施工4标施工

91.33 A

省道223线商都至兴和段公路土建工程施工

35
平湖市通顺交通设施有限公

司

公路交通工程-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

国道242线嘎鲁图至补浪河（蒙陕界）段公路
交安工程施工

92.00 A

36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特段

施工总承包（4标联合体）
93.40 A



37
山西交通科学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
全设施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
电工程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特段
施工总承包（1标联合体）

94.40 A

38 山西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丹锡高速公路梧桐花互通工程施工 91.70 A

39
山西四和交通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
电工程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省道209线卓资山至凉城段公路
机电工程施工（联合体）

94.00 A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

BMJD-3合同段施工

40 陕西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

总承包|壹级
省道304线四道河子至多伦诺尔段公路建设项目

TJ-2标段施工
88.00 A

41 陕西基泰集团路桥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
国道331线乌里雅斯太至额吉淖尔段公路土建1标施工 95.50 AA

42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242线嘎鲁图至补浪河（蒙陕界）段公路

第二标段施工
93.00 A

43 拓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G111线乌兰浩特至扎赉特旗（繁殖场）路面改造工程
施工总承包

91.33 A
省道309线繁殖场至阿力得尔段公路工程

FATJ-2标段施工

44 通辽市交通工程局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310线通榆至通辽公路太平川至宝龙山段公路
施工总承包

95.33 AA
国道505线开原至奈曼公路库伦至奈曼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



45 乌海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壹级

省道304线大兴至海拉苏段公路工程施工

89.33 A

省道217线海勃湾绕城段工程施工

46
乌兰察布市金桥公路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512线口子村（蒙晋界）至丰镇段公路
土建工程施工

95.67 AA
省道223线兴和（大同窑）至镇门堡段公路

土建工程施工

省道209线卓资山至凉城段公路土建工程施工

47
乌兰察布市天路机电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
电工程分项）|

其他|贰级

国道512线口子村（蒙晋界）至丰镇段公路
机电工程施工（联合体）

94.00 A
省道209线卓资山至凉城段公路

机电工程施工（联合体）

48
锡林郭勒汇通路桥

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304线四道河子至多伦诺尔段公路建设项目
TJ-3标段施工

91.00 A

49 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223线商都至兴和段公路土建工程施工 93.00 A

50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242线嘎鲁图至补浪河（蒙陕界）段公路
第一标段施工

93.00 A

51 运城市龙泰路桥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
省道204线浩饶山（兴呼界）至察尔森段公路工程

HCTJ-2标段施工
87.60 A

52 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204线浩饶山（兴呼界）至察尔森段公路工程

HCTJ-4标段施工 
87.00 A



53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332线库布春林场至根河段公路项目施工总承包 90.50 A

54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包茂高速公路包头至东胜段改扩建工程
BMTJ-6标施工总承包

95.40 AA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特段
施工总承包（3标）

55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110线包头北绕城段公路项目
BTBRCSG-2合同段施工

95.20 AA

56
中交三公局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省道308线伊尔施至柴桥段公路工程            
YCZCB标段施工

95.00 AA

57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特级

省道308线伊尔施至柴桥公路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97.37 AA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特段
施工总承包（2标联合体）

58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3标联合体）

95.00 AA



59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111线尼尔基至腾克段公路项目施工总承包

95.60 AA

国道111线腾克至甘河农场段公路项目施工总承包

丹锡高速公路克什克腾至承德联络线克什克腾（经
棚）至乌兰布统（蒙冀界）段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省道505线甸子镇十家至黑里河镇大坝沟段公路
改建项目施工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4标）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
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60
中交三公局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省道304线宝昌至丰胜段公路施工5标施工 88.00 A

61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总承包|特级

省道203线阿尔山至乌兰浩特二级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

95.28 AA

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
施工总承包（2标联合体）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
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62 中能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215通史至海则畔（蒙陕界）段公路工程

PPP项目A1合同段施工
97.00 AA



63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国道242线公其日嘎至乌兰镇段公路第一标段施工 98.00 AA

64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草高吐至乌兰浩特段

施工总承包（1标联合体）
94.40 A

65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508小城子至平泉（蒙冀界）段公路工程施工

92.00 A

绥满国家高速公路海拉尔至满洲里段施工总承包 

66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国道111线甘河农场至大杨树段公路项目施工总承包

92.67 A国道331线加疙瘩至长青林场段公路JCTJ-3标段施工

国道331线乌里雅斯太至额吉淖尔段公路土建2标施工

67 中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
省道305线甘库平一级公路补充工程

（库伦旗银沙湾旅游路连接线）施工总承包
94.00 A

68
中冶（北京）交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
全设施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
电工程分项）|
专业承包|壹级

省道311线武川至杨树坝段公路工程
WYSG-03合同段施工

89.00 A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公主埂至经棚段
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69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总承包|特级

省道311线武川至杨树坝段公路工程
WYSG-03合同段施工

91.45 A

省道308线伊尔施至柴桥公路施工总承包（联合体）

省道309线繁殖场至阿力得尔段公路工程
FATJ-1标段施工

 二广高速公路集阿联络线公主埂至经棚段
施工总承包 （联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