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食堂改造工程项目

2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生处改建心理咨询室及广播室装饰改造工程

3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1---体育场看台消防设施改造

项目

4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北京未来科技城定泗路（未来科技城段）道路工

程交通工程

5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四场路、回昌东路、回南北路和南 工业区北路路灯外电源建设（施工）

6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农餐厅修缮改造项目

7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二号楼修缮项目施工

8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青年农场大门工程

9 北京市昌平实验中学
北京市昌平实验中学教学楼修缮改造-小学教室、专业教室修缮改造及体育馆危窗改

造

10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2号楼3号楼北侧及综合办公区南侧更换防火窗项目

11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分院消防水池工程项目

12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重症加强病房装饰装修工程

13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判办公楼阳光屋顶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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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司机班及库房新建

15 看守所 看守所五化达标附属改造工程

16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号学生公寓西侧宿舍改造工程

17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号学生公寓西侧宿舍地面改造工程

18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浴室屋顶太阳能及屋面防水改造工程

19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楼四、五层教室改造工程

20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改善办学保障-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1---学一食堂排

风系统改造工程

21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2-建筑与测绘学院教室及

实训室改造工程

22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23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校区屋面防水修缮工程

24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校区停车场及房屋改造工程

25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改善办学保障条件-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2-学一食堂

自动喷淋灭火系统改造完善工程

26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会议室装修改造项目

27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一区、五区路面和围墙改造工程

28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三区、四区、六区路面和围墙改造工程

29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警犬基地维修改造工程



30 昌平分局 昌平分局西大院办公附属用房及监区防水改造工程

31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保安宿舍及办公用房修缮改造

32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新景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新景小区、朝阳区小关北里世纪嘉园小区屋面防水 维修工程

33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一区、四区、五区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34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晴波园、翠叠园、垂虹园、春荫园、时雨园、晴雪园小区底商

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35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36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改善办学保障条件-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2-学生宿舍

楼F座、行政楼消防设施改造工程

37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综合实训室改造工程

38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北京十中槐树岭校区新建工程室外排水项目

39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业教室改造项目

40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食堂周边废弃物拆除（含通讯电缆改造）

41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食堂红线外小市政工程

42 北京环春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环春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区2014-2015年车站西街17号院老旧供热管网改造

项目

43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改造一期（分包二）

4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通州梨园校区供暖锅炉改造项目

45 北京化工大学校 北京化工大学校园安防建设项目



46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食堂北侧坡道长廊工程

47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老干部活动室及办公室改造工程

48 文化部恭王府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后花园原监控室用房（五间）改造工程

49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通州车站路校区教学楼、宿舍楼外立面及附属设施改造项目

50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综合教学楼、图书实训楼、男生公寓等建筑外墙修

缮项目

51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图书实训楼和新公寓外窗更新项目

52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基础设施改造-学院大门、一食堂改造及配电室拆除

53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教师能力培训中心环境改造项目

5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后勤办公用房修缮项目

55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综合教学楼、新公寓、食堂等区域暖气防锈刷漆项

目

56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食堂操作间环氧树脂自流平地面更新项目

57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2016年公厕改造工程第一标段

58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2016年公厕改造工程第二标段

59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2016年公厕改造工程第三标段

60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体育场及汽车学院教学场所等改造

61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2016年为民办实事工程-续建公租自行车项

目（自行车棚修缮工程）



62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2016年维修工程

63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昌平区2016年为民办实事工程-道路交通设施工程 (施工)

64 北京市昌平区残疾人联合会
北京市昌平区残疾人联合会2016年残疾人无障碍改造（2016年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

65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新建浴室水箱间工程

66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科技园北侧围墙修缮工程

67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科技园屋面防水工程

68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彩林园办公室及花卉实训基地屋面防水工程

69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电教室屋顶防水修缮工程

70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东西配楼屋顶防水维修工程

71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实训园屋面改造工程

72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水利小院屋顶防水修缮工程

73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明十三陵2016年古建筑日常保养维护工程

7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体育标准测试临时用房项目

75 洋部落（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洋部落（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新派公寓北京顺义机场项目装修改造工程

76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昌平区2016年为民办实事工程-实施道路亮化工程（第一标段）

77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昌平区2016年为民办实事工程-实施道路亮化工程（第二标段）

78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东城区平安大街环境建设项目（施工）



79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东城区平安大街环境建设项目（监理）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东城区长安街公共区域景观提升（施工）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东城区长安街公共区域景观提升（监理）

81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东城区前三门大街夜景照明改造工程（一期）

82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实训管理中心办公小院修缮项目

83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11层咖啡厅装修

84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昌平基地水稻地防鸟网室工程

85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昌平基地水稻地灌溉水渠改造工程

86 国营北京市卢沟桥 国营北京市卢沟桥农场紫谷伊甸园花卉种植园道路建设工程

87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工程

88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消防报警及联网项目

89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室外工程

90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中石路（中医药段）路面整治工程

91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大道胡同路面整治工程（施工）

92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北京市161中学回龙观学校二次装修改造工程

93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南百路（南丰路-回昌路）道路两侧环境整

治工程

9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劲松校区仿古、中式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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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教学楼等建筑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96 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综合楼等建筑部分外墙修缮工程

97 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食堂三层操作间等区域修缮工程

98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室外供暖主管道更新项目

99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中水分支管线更新项目

100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实训基地敷设电缆项目

101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校园绿化补栽调整工程

102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教学楼等建筑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103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沙子口校区建筑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10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沙子口西校区地下室渗漏维修工程

105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沙子口东校区地下室楼梯区域整修工程

106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沙子口东校区食堂敷设电缆项目

107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校园东侧路面修缮工程

108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室外各类钢架防锈刷漆项目

109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现代教育中心外墙分隔缝防雨维修工程

110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文华西路道路大修工程（施工）

111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园区路面、停车场路面维修工程

112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草莓博览园设施房屋墙面维修翻新工程



113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1号楼设施维修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