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第三办公区统一外墙标识改造项目

2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内保大队办公区设施改造及房屋修缮项目

3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警犬基地修缮项目

4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西大院办公用房外墙统一标识及甬道修整项目

5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老旧派出所改造经费

6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七里渠派出所办公设施及房屋改造修缮项目

7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基层派出所执法办案三室改造修缮项目

8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回龙观派出所院落改造工程

9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大门改造、屋面防水及荣誉室改造工程

10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昌平区看守所“煤改气”工程

11 昌平分局南口地区办事处曹庄村村北

12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公安执法办案中心建设工程装饰项目

13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2017年第五届北京农业嘉年华-交通工程

14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市郊铁路S2线黄土店站周边环境整治项目

15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四场路、回昌东路等六条道路路灯和南环大桥

融雪外电源建设工程（第一标段）

16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四场路、回昌路等六条道路路灯和南环大桥融

雪外电源建设工程（第二标段）

17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四场路、回昌路等六条道路路灯和南环大桥融

雪外电源建设工程（第三标段）

18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水南路西延（温南路-规划一路）边坡修复工

程

19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阅兵训练基地周边通信架空线入地绿化带及部

分道路恢复工程

20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一标段）

21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二标段）

22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三标段）

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

委员会

                      2017年工程项目统计表

序号 委托单位 招标内容

昌平分局



23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四标段）

24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五标段）

25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六标段）

26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七标段）

27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天通苑地区疏堵工程（第八标段）

28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霍营西路（黄平路-供热站东侧）路面整治工程

29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城区慢行系统彩色路面工程（施工）

30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北郊农场桥改建工程道路照明工程

31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同成街（育知路-文华西路）大修工程

32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2017年为民办实事工程-实施道路亮化工程（第一标

段）

33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2017年为民办实事工程-实施道路亮化工程（第二标

段）

34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2017年人大和政协建议提案工程-道路照明及交通设施工程

项目（施工）

35 北京市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昌平区2017年为民办实事工程-完善交通设施工程

36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北七家法庭租赁审判办公临时场所装修经费

37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箱变更换工程

38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庭（昌平区小汤山人民法庭建设工程项目）

39 昌平区文化委员会 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百善镇孟祖及牛房圈等4村文化室改造及配套项目（分包一）

40 昌平区沙河医院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医院供电设备改造及增容项目

41
昌平区回龙观镇原史

各庄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原史各庄中学垃圾转运站工程

42 昌平实验中学 北京市昌平实验中学教学楼卫生间改造项目

43
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昌

平公路分局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昌平公路分局昌平区顺沙路（大柳树路口-昌平顺义界）路口

改造工程

44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2017年春节节日景观布置

45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2017年东城区景观照明维护

46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北新桥街道开展三大片区29条胡同环境建设工

作的项目（施工）

47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动力行政保障部科研楼喷泉系统改造工程

48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动力行政保障部第一开闭所音视频改造项目

昌平区市政市容管理

委员会

昌平区人民法院

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

委员会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动力行政保障部



49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动力行政保障部第二、第三冷冻站监控系统集成项目

50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动力行政保障部小卫星风机盘管更换项目

5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动力行政保障部第一职工食堂变配电系统增容改造工程

52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动力行政保障部第一开闭所低压监控系统改造项目

53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顺义田地改造工程

54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遗传发育所海南分子育种基地的完善与能力提升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5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昌平作物基地灌溉系统改造工程

56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顺义基地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57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职业学院学生宿舍二号楼卫生间改造工程

58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宿舍一号楼修缮工程

59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学院体育馆建设工程

6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综合实训楼屋面防水及卫生间改造工程

61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改造工程及设备购置项目

62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机房配套工程项目

63 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东操场改造竞争性谈判

64 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操场看台改造

65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宿舍楼淋浴系统安装改造工程（二期）

66 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消防系统建设工程

67 北京理工大学研教楼电梯间改造工程

68 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军工装备展示区景观建设项目

69 北京理工大学西山338号楼、334号楼内部改造工程

70 北京电影学院新图书馆四层电气改造项目

71 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楼电力增容项目

72 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开发区域改装工程

73 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实验室改装工程

74
北京电影学院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建设-高精尖中心-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市级）-

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办公区装修工程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动力行政保障部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



75 北京电影学院中控室搬迁工程

76 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综合教学楼录音用房新增机房空调工程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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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化学院B

座和汽车学院A座、B座屋面防水工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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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楼、

图书馆电梯维修改造工程

79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基础设施改造-学二食堂一层、二层改造工程

80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基础学院等部分教室粉刷工程

81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原机械工程学院A座教学楼部分户门改造工程

82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教学楼室内粉刷项目

83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篮球馆室内粉刷项目

8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图书实验楼一层外墙修缮改造工程

85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北侧围墙改造项目

86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实训楼彩钢瓦屋面及露台屋面防水工程

87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食堂、新公寓等建筑外墙修缮工程

88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教学二区教室讲台改造项目

89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实训基地一、二层电力电缆更新项目

90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汽车车身工程系实训场维修项目

91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实训基地三层中庭屋面改造项目

92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通州校区监控、车辆管控及门禁系统安装项目

93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通州校区应急发电系统购置项目

9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通州校区高压线路及配电系统更新项目

95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教育中心三层修缮工程

96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海淀校区锅炉更新项目

97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和海淀校区核心机房引入市电电缆敷设项目

98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基础设施改造-食堂维修改造项目

99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改善办学保障条件-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1-东校区道路维修改

造项目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

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

院



100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基础设施改造-东校区输配电增容改造工程

101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改善办学保障条件-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1-图书馆照明改造建

设项目

102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彩钢屋顶项目

103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师生文化活动中心小广场铺装改造工程项目

104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改善办学条件-基础设施改造-10KV高佃路架空线路入地工程项目

105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改善办学条件-基础设施改造-附属用房修缮改造工程（施工）

106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市农村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培训餐厅后厨修缮改造工程

107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市农村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培训楼修缮改造工程

108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会议中心修缮改造工程

109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办公楼弱电环境改造

110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车门便道改造工程

111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校区篮球场面层改造工程

112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食品加工楼安全保障改造工程

113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南区家属楼室外采暖管线改造工程

114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4、5、6号楼宿舍楼男卫改造工程

115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1、2、4、5、6号学生公寓楼水房、洗手间漏水维修工程

116 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幼儿园消防改造项目

117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

院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改善办学保障条件-基础设施改造-定额管理项目1-公共房屋修缮

118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改善办学保障条件—信息化建设—网络主机房建设（新竣工配套）1

119 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中山公园厕所提升改造工程

120 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中山公园监控室机房抢险修缮工程

121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

员会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北京十二中东校区配套设备3

12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科

学技术研究所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科学技术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18号楼（科教楼）污水道维修

工程

123 北京朝阳区人民政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高碑店地区办事处高碑店路施工改造工程

124 广外街道 北京市广外街道北京西城区广外小型消防站建设工程

125 安全部 安全部机关清煤降氮工程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

处



126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95801部队空气源泵安装采购项目

127 北京铁路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支队食堂二楼多媒体教室改造工程项目

128 北京铁路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支队战术对抗训练板房地面改造工程项目

129 北京铁路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支队室外灯光改造工程项目

130
北京纵横臣仕供暖服

务有限公司
北京纵横臣仕供暖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海淀区普惠南里小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

131
北京华征太合热力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征太合热力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炫特嘉园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

132
北京华征元烁热力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征元烁热力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西里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

133
北京华征元烁热力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征元烁热力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农光南里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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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兴区旧宫镇清逸园小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

135
北京龙熙兴瑞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龙熙兴瑞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大兴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三合南里小

区楼底盘改造及热力二次线改造）

136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

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楼（含实验室及研发办公室）等8项（公司总部及研发制造

基地项目）（除生产厂房）燃气工程

137
北京绿富隆农业有限

责任
北京绿富隆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农业大棚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系统项目施工

138
虎城小区供热服务中

心

北京市虎城小区供热服务中心2017年朝阳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农光东里小区、农

光里小区、农光里中社区、磨房北里小区、磨房南里小区）

北京铁路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