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类型 专业( 业务）

1 三门峡市水利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水利水电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

专业资信 建筑

专项资信 PPP专项资信

4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

5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冶金（含钢铁、有色）

公路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7 信阳公路勘察设计院 专业资信 公路

农业、林业

轻工、纺织

建材

建筑

公路

9 华夏邮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

10 华润燃气（郑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

农业、林业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

12 南阳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专业资信 其他（移民工程）

13 南阳通途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

14 周口市公路勘察设计院 专业资信 公路

15 周口市电力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农业、林业

建筑

南阳市工程咨询中心 专业资信

唐河县工程咨询公司 专业资信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信阳市工程咨询中心 专业资信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中建联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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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商丘市天宇电力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水利水电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

其他（土地整理）

19 商丘市豫东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公路

农业、林业

轻工、纺织

建筑

水利水电

21 安阳优创电力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22 安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

23 平舆县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专业资信 建筑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25 平顶山市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27 平顶山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28 开封光利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水利水电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

31 新乡华源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32 新乡市中原水利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水利水电

33 新华元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34 河南九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

35 河南兴华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36 河南创思特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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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汴龙勘察设计中心 专业资信

开封市通达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平顶山市汇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商丘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专业资信

固始县工程咨询公司 专业资信

平顶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24

20

18



冶金（含钢铁、有色）

建筑

38 河南同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石化、化工、医药

机械（含智能制造）

40 河南天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冶金（含钢铁、有色）

41 河南安靠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建筑

其他（商物粮）

43 河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

水利水电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

其他（土地整理）

建筑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48 河南玖润农业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农业、林业

49 河南电力博大实业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50 河南畜牧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农业、林业

专业资信 建筑

专项资信 PPP专项资信

专业资信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52 河南省众慧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53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石化、化工、医药

机械（含智能制造）

建筑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建筑

其他（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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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政通节能减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爱纳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45 河南海威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46 专业资信

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河南建科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城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

机械（含智能制造）

建筑

农业、林业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轻工、纺织

建筑

轻工、纺织

建筑

建筑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

62 河南省鑫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专项资信 PPP专项资信

63 河南立新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农业、林业

轻工、纺织

建筑

水利水电

66 河南黄河水文勘测设计院 专业资信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

67 河南黄河河务局规划研究院 专业资信 水利水电

68 洛阳华兴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69 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其他（城市规划）

71 洛阳智达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

72 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

73 洛阳石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石化、化工、医药

74 洛阳耐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冶金（含钢铁、有色）

75 济源市北辰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76 淅川县电力勘测设计院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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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金利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金大地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纺织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瑾瑜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粮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河南省机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轻工、纺织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78 漯河汇力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石化、化工、医药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80 濮阳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专业资信 水利水电

81 濮阳龙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82 焦作电力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83 罗山县工程咨询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

84 许昌华杰公路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资信 公路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86 许昌鲲鹏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

88 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

89 郑州市建筑设计院 专业资信 建筑

90 郑州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专业资信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

其他（城市规划）

92 郑州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建筑

市政公用工程

94 郑州祥和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95 郑州问鼎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96 郑州隆四方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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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建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93

郑州华路兴公路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专业资信

濮阳市工程咨询公司 专业资信

许昌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漯河市工程咨询公司 专业资信



97 驰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建筑

98 驻马店市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 专业资信 公路

99 驻马店市工程咨询中心 专业资信 建筑

100 鹤壁鹤源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资信 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101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专业资信 水利水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