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润置地建设事业部供方库-建设事业部层级

序号 专业类型 身份编码 所在分册 单位名称全称 经营范围

1 劳务类 JSSYB140 合格 自贡市珠迩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劳务

2 劳务类 JSSYB141 合格 重庆仲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幕墙安装

3 劳务类 JSSYB084 合格 重庆力天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装修劳务、机电(各类项目）

4 劳务类 JSSYB130 合格 浙江建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5 劳务类 JSSYB078 合格 仪征市心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机电劳务

6 劳务类 JSSYB142 合格 扬州市群立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劳务作业分包

7 劳务类 JSSYB143 合格 扬州林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8 劳务类 JSSYB073 合格 武汉天堃九州建设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9 专业分包类 JSSYB151 合格 海南瑞安盛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10 劳务类 JSSYB069 合格 四川省绿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11 劳务类 JSSYB068 合格 四川恒润昌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12 劳务类 JSSYB065 合格 沈阳华展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13 劳务类 JSSYB060 合格 深圳市腾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14 劳务类 JSSYB057 合格 深圳市广美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15 劳务类 JSSYB048 合格 上海恒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16 劳务类 JSSYB042 合格 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幕墙安装劳务

17 劳务类 JSSYB041 合格 青岛志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临建土建、机电安装

18 劳务类 JSSYB040 合格 启东胜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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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劳务类 JSSYB037 合格 南京中建集力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土建劳务

20 劳务类 JSSYB144 合格 辽宁创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机电劳务

21 劳务类 JSSYB033 合格 江苏从艺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装修劳务(各类项目）

22 劳务类 JSSYB145 合格 湖北大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23 劳务类 JSSYB031 合格 湖北春润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24 劳务类 JSSYB096 合格 宏伟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机电安装

25 劳务类 JSSYB146 合格 河北邺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26 劳务类 JSSYB147 合格 河北省魏县第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27 劳务类 JSSYB148 合格 杭州意盛建筑劳务承包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28 劳务类 JSSYB149 合格 贵州佳景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机电、园林劳务

29 劳务类 JSSYB024 合格 广州市新迅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幕墙劳务

30 劳务类 JSSYB023 合格 广州高迅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劳务、机电(各类项目）

31 劳务类 JSSYB010 合格 北京天辰鸿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2 劳务类 JSSYB005 合格 北京华晨天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

33 劳务类 JSSYB004 合格 北京弘伟汇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劳务

34 劳务类 JSSYB150 合格 安徽实意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35 专业分包类 JSSYB047 合格 上海瀚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结构加固

36 专业分包类 JSSYB050 合格 上海磊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保温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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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劳务类 JSSYB270 合格 河北源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二次结构/临建劳务)

38 专业分包类 JSSYB152 合格 深圳市京安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金刚砂地坪

39 专业分包类 JSSYB153 合格 浙江国星钢构有限公司 钢结构

40 专业分包类 JSSYB080 合格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劳务

41 设备租赁类 JSSYB030 合格 河南天立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外爬架

42 设备租赁类 JSSYB038 合格 南通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塔吊租赁

4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54 合格 北京承启达盛经贸有限公司 空调设备供应

4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08 合格 北京三马豪石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石材

4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14 合格 北京中铁建工物资有限公司 钢筋供应

4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15 合格 北京筑尚班诺家具有限公司 木饰面

4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17 合格 东莞锦鸿欣建材有限公司 套筒供应

4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18 合格 广东比嘉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木地板

4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20 合格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冠珠瓷砖

5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21 合格 广东兴辉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瓷砖

5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26 合格 杭州东合建材有限公司 TOTO智能马桶

5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55 合格 杭州东合实业有限公司 洁具

5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56 合格 江苏亚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工程设计；电气设备安装；电缆汇线桥架、支

吊架

5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34 合格 空气管家（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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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57 合格 玫德雅昌集团有限公司 不锈钢制品

5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39 合格 宁波方太营销有限公司 烟机灶具

5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06 合格 青岛六木电气有限公司 电气产品

5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58 合格 山东骏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配电箱、配电柜

5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45 合格 上海高盾环境节能系统有限公司
海信日立、海尔、三菱等VRV空调，厨房电器，水处

理设备空调

6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49 合格 上海沪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保安

6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52 合格 上海润展实业有限公司 橱柜、冰箱

6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59 合格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处理

6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60 合格 绍兴上虞通风机有限公司 风机供应

6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61 合格 深圳市爱利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平衡阀

6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56 合格 深圳市固力士建材有限公司 套筒

6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62 合格 深圳市合广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照明系统

6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61 合格 深圳市童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测量服务

6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64 合格 深圳市悦渡空间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壁纸、软包

69 专业分包类 JSSYB055 合格 深圳市东山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施工

7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63 合格 无锡市华友特钢有限公司 金属材料、通用机械、专用设备、建筑用材料

7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64 合格 浙江双阳风机有限公司 风机供应

7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65 合格 艾欧特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钢筋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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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专业分包类 JSSYB166 试用 安徽天淮加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加固

74 专业分包类 JSSYB167 试用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分包

75 专业分包类 JSSYB168 试用 成都润嘉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机电劳务

76 专业分包类 JSSYB169 试用 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爬升架

77 专业分包类 JSSYB176 试用 深圳市文业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

78 专业分包类 JSSYB171 试用 杭州恒越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围挡

79 专业分包类 JSSYB172 试用 美建建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钢结构

80 专业分包类 JSSYB173 试用 南通华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幕墙

81 专业分包类 JSSYB175 试用 深圳市科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分包

8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67 合格 生活家地板工程（中山）有限公司 木地板

83 专业分包类 JSSYB177 试用 深圳市远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施工

84 专业分包类 JSSYB178 试用 深圳市粤大明智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

85 专业分包类 JSSYB179 试用 深圳市圳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桩基础工程

86 专业分包类 JSSYB180 试用 四川深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系统门窗

87 专业分包类 JSSYB182 试用 苏州市优必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金刚砂地坪

88 专业分包类 JSSYB183 试用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钢结构

89 设备租赁类 JSSYB184 试用 北京正和工程装备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塔吊租赁

90 设备租赁类 JSSYB185 试用 北京紫竹慧建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塔吊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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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设备租赁类 JSSYB186 试用 深圳市同力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铝模板材料

92 设备租赁类 JSSYB187 试用 天津德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塔吊租赁

93 设备租赁类 JSSYB188 试用 中核华兴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塔吊租赁

9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89 试用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集采：电线电缆

9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0 试用 北京宝盾门业技术有限公司 开发、生产门

9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1 试用 北京广利福源再生资源回收市场有限公司 废旧物资回收

9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2 试用 北京科净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防治及综合利用、环境生态保护、污水综

合治理及环境工程的设计

9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3 试用 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销售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金属材料、不锈钢

制品

9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4 试用 大连斯频德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集采，冷却塔、空气净化设备及相关部件生产销售

10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5 试用 德特威勒（苏州）电缆系统有限公司
开发、设计、生产电线、电缆、光纤、光缆、通讯

部件等相关配套产品

10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6 试用 东莞市民兴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

10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7 试用 东莞市万斯威实业有限公司 木制品、家具、五金制品

10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8 试用 东莞市中亚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

10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199 试用 福建省泉州市日升石业有限公司 石材、建筑材料

10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0 试用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铝型材供应

10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1 试用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坚朗五金

10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2 试用 广东蓝盾门业有限公司 蓝盾

10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3 试用 广东一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线管、钢管、桥架及配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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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4 试用 广东玉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壁纸、壁布、窗帘

11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5 试用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工地

11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6 试用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 铝型材供应

11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7 试用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11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8 试用 广州朗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隔油器供应

11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09 试用 贵州辉远鹏电缆桥架有限公司 桥架

11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0 试用 杭州东建实业有限公司 箭牌洁具

11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1 试用 杭州恒东卫浴有限公司 集采单位（法恩莎）

11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2 试用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实名制系统

11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3 试用 浩瑞达（唐山）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铝单板

11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4 试用 湖北浙商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钢筋供应

12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5 试用 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桥架供应

12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6 试用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雷士品牌

12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7 试用 江苏新嘉理生态环境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陶板

12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8 试用 京城镇远（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安保服务

12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19 试用 九寨沟县雷士照明器材专卖店 雷士

12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0 试用 俪素建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人造石

12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1 试用 辽宁瑞鸿贸易有限公司 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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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2 试用 绿色（福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钢筋

12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3 试用 南京创一佳贸易有限公司 雷士灯具

12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4 试用 南京钢飞贸易有限公司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

13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5 试用 南京洛普股份有限公司 LED屏

13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6 试用 青岛东山集团有限公司 低压铜母线

13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7 试用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电梯

13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8 试用 厦门可维莱石材有限公司 人造石

13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29 试用 厦门唯远钢铁有限公司
批发、零售：钢材、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五金交

电。

13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0 试用 陕西阿姆思特实业有限公司 灯具

13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1 试用 上海安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消防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3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2 试用 上海衡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人造石供应

13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3 试用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集采单位，水泵供应

13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4 试用 深圳汇美空间艺术有限公司 硬包、皮革

14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5 试用 深圳市恒泰昌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水箱供应

14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6 试用 深圳市捷锐鑫有限公司 西蒙

14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7 试用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停车场系统、智能卡、电控大门等

14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8 试用 深圳市启光科技有限公司 灯具

14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39 试用 深圳市锐兴电器有限公司
tcl-罗格朗国际电工（惠州）授权经销商，开关插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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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0 试用 深圳市润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水泥、水泥制品、装饰石材

14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1 试用 深圳市天世达贸易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五金、灯具、电器设备的销售

147 劳务类 JSSYB070 合格 四川蜀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幕墙、市政、园林类劳务

148 供应及服务类 JDWLB012 试用 深圳市先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装饰的设计和上门安装；建材产品的销售；清

洁服务

14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3 试用 深圳市一指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工地

15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4 试用 深圳市引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开发；网络产品、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

15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5 试用 深圳市营亿实业有限公司 钢材

15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6 试用 深圳市中智盛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灯具

15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8 试用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通力电梯

15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49 试用 威海海马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地毯

15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0 试用 无锡佳士汇不锈钢有限公司 镀锌钢板、钢件、不锈钢螺栓、其他幕墙辅材

15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1 试用 五矿钢铁上海有限公司 钢筋供应

15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2 试用 武汉天晔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家居供应

15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3 试用 旭威瀚龙石材（香河）有限公司 石材

15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4 试用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电梯

16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5 试用 英飞同仁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风机供应

161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6 试用 云浮市鸿海投资有限公司 人造石、石材

162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8 试用 肇庆新亚铝铝业有限公司 铝型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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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59 试用 浙江光大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及配件

16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60 试用 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风机、风管、消声器、排烟阀、防火阀

165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61 试用 镇江西门子母线有限公司
生产低压母线槽系统、低压开关柜；电气设备的安

装与维护

166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62 试用 中国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筋供应

167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63 试用 中山市朗斯卫浴有限公司 卫浴

168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64 试用 众业达（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泛光灯具

169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65 试用 珠海西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

170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266 试用 安徽晶美投资有限公司 石材

171 劳务类 JSSYB267 合格 深圳市科俊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机电综合劳务

172 劳务类 JSSYB268 试用 大连明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拆除/临建）

173 劳务类 JSSYB269 试用 湖北华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174 供应及服务类 JSSYB079 合格 云浮市利机石材有限公司 文化石

175 劳务类 JSSYB271 试用 中企凯澳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二次结构及粗装修）/幕墙安装

176 劳务类 JSSYB272 试用 安徽昌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177 劳务类 JSSYB273 试用 成都市锐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机电综合劳务

178 劳务类 JSSYB274 试用 深圳市俊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179 劳务类 JSSYB275 试用 四川华泽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机电劳务

180 劳务类 JSSYB276 试用 四川天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第 10 页，共 12 页

mailto:upzms@163.com
http://www.sfgk.com.cn/
http://www.zj-siemens.com/
http://www.ximo-electric.com/
mailto:492552182@qq.com
http://www.guangx.com/
mailto:1346483707@qq.com


华润置地建设事业部供方库-建设事业部层级

序号 专业类型 身份编码 所在分册 单位名称全称 经营范围

181 劳务类 JSSYB277 试用 成都麒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

182 劳务类 JSSYB278 试用 贵州楚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园林劳务

183 劳务类 JSSYB279 试用 滕州市远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类劳务

184 劳务类 JSSYB280 试用 扬州恒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类劳务

185 劳务类 JSSYB281 试用 北京信义久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186 劳务类 JSSYB282 试用 启迪数字展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187 劳务类 JSSYB283 试用 北京华泰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188 劳务类 JSSYB285 试用 四川博胜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189 劳务类 JSSYB286 试用 深圳市中深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装饰设计

190 劳务类 JSSYB287 试用 深圳市大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精装修

191 劳务类 JSSYB288 试用 辽宁集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192 劳务类 JSSYB289 试用 广东四维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

193 劳务类 JSSYB290 试用 安徽四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劳务(各类项目）

194 劳务类 JSSYB291 试用 上海迅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幕墙、门窗、劳务

195 劳务类 JSSYB292 试用 成都万家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精装修劳务

196 劳务类 JSSYB293 试用 深圳市金英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197 劳务类 JSSYB294 试用 深圳深港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机电/消防/精装修

198 劳务类 JSSYB295 试用 三马豪石幕墙装饰工程（重庆）有限公司 幕墙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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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劳务类 JSSYB296 试用 四川鹊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幕墙安装/园林

200 劳务类 JSSYB297 试用 沪智机电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201 劳务类 JSSYB298 试用 江苏汉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幕墙安装

202 劳务类 JSSYB299 试用 福建省五建装修装饰工程公司 室内精装修

203 劳务类 JSSYB300 试用 深圳市永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消防

204 劳务类 JSSYB301 试用 深圳市广安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消防、装修

205 劳务类 JSSYB302 试用 深圳市坐标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装饰、幕墙、机电

206 劳务类 JSSYB303 试用 深圳恒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消防

207 劳务类 JSSYB304 试用 深圳华创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室内装修/机电

208 劳务类 JSSYB305 试用 四川镕成锦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室内装修/机电

209 劳务类 JSSYB306 试用 四川惠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装修/幕墙安装

210 劳务类 JSSYB307 试用 深圳市永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室内装修

211 劳务类 JSSYB308 试用 大连利通结构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劳务（拆除/临建）

212 劳务类 JSSYB309 试用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综合劳务

213 劳务类 JSSYB310 试用 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 机电消防/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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