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山西省 2021 年度公路设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汇总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综合评价 

得分 

评价等

级 

1 
山西诚达公路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 
91140100739314016D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

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

量）甲级 

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乙级 

国道 241、省道岚马线汾河水

库段改线工程 PPP 项目 

97.83  AA 

207 国道左权至黎城界及南沁

线左权桐峪至河北涉县界公路

新建工程 

国道 208 线清徐县常家庄至晋

中长治界一级公路新建工程 

2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91120101401203300M 综合甲级 

国道 338 盂县境内闫家庄至梁

家寨段公路改线工程 
97.53  AA 

国道 208 线清徐县常家庄至晋

中长治界一级公路新建工程 

3 
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 
91140000405702035A 公路行业设计甲级 

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 

97.30  AA 

呼北高速公路朔城至神池段项

目 

呼北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离石至

隰县段 

晋阳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 



序  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综合评价 

得分 

评价等

级 

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

联络线（G2211）山西境黎城至

霍州段 

昔阳（晋冀界）至榆次高速公

路 

运三高速公路三门峡公铁黄河

大桥连接线工程 

国道 336 朔州市境内应县罗庄

至朔州区东榆林段改扩建工程 

国道 108 线襄汾-曲沃-侯马过

境改线工程 

山西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道

239（原省道大灵线）东坊城至

大磁窑段改建工程 

国道 338 盂县境内闫家庄至梁

家寨段公路改线工程 

国道 341 古县至洪洞段公路改

建工程 

国道 108 线河津市过境改线

（寺庄至龙门段）工程 

国道 521 线（原省道运永线）

盐湖段改建工程 



序  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综合评价 

得分 

评价等

级 

4 
山西交科公路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 
91140000719854461C 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 

山西隰县至吉县高速公路 

95.13  AA 

济广国家高速公路菏泽至宝鸡

联络线临猗黄河大桥及引线工

程 

静乐丰润至兴县黑峪口高速公

路工程 

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

联络线（G2211）山西境黎城至

霍州段 

山西省祁县至离石高速公路 

G241 阳方口至朔州段和 G336

朔州至平鲁段公路改扩建工程 

国道 241、省道岚马线汾河水

库段改线工程 PPP 项目 

国道 209 线吕梁新城区（方山

县城至中阳金罗镇）段公路改

线工程 

国道 241 线浮山县北王乡至县

城段改线工程全标段勘察、设

计 



序  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综合评价 

得分 

评价等

级 

5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916100002205333358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 

呼北国家高速公路山西离石至

隰县段 
95.00  AA 

G239 线阳泉郊区过境河底至荫

营段改线工程 

6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91120000103062810U 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山西隰县至吉县高速公路 

95.00  AA 国道 G241(原省道 S222）线平

遥香乐至沁源后沟段公路新建

工程 

7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91110000100011866Y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晋阳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 95.00  AA 

8 
中科路恒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91140100764678970E 

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公路

行业|公路甲级 

国道 342 线闻喜县城过境改线

工程 

94.06  A 

国道 336 偏关县城过境公路改

线工程 

省道三大线石楼县过境（孟家

塔至板桥段）改线工程 

G340（原 S319）榆社县县城过

境段（寨沟隧道）改线工程 

省道临夏线新绛县城过境段改

线工程 

省道裴运线南张至薛李段改建

工程 



序  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综合评价 

得分 

评价等

级 

9 
山西长治公路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 
9114040040627110X4 

公路行业 

（公路）专业乙级 

国道 241 线沁源过境交口至有

义段公路改建工程 
94.00  A 

10 
山西恩施特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91140108715908282Y 工程勘察专业甲级 

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

联络线（G2211）山西境黎城至

霍州段 

94.00  A 

11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91320000741339087U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国道 208 晋中长治界至屯留小

河北段改扩建工程 

93.78  A 国道 209 线吕梁新城区（方山

县城至中阳金罗镇）段公路改

线工程 

12 
山东通达路桥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91370602737237520Y 

公路行业（公路、特大桥

梁、特长隧道、交通工程）

甲级 

207 国道左权至黎城界及南沁

线左权桐峪至河北涉县界公路

新建工程 
93.45  A 

国道 G241(原省道 S222）线平

遥香乐至沁源后沟段公路新建

工程 

13 
山西运城公路规划勘察

设计院有限公司 
91140800E29679987N 公路乙级 

国道 522 线三湾至常乐段改建

工程 
93.00  A 

14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91350000488000759L 综合甲级 

国道 239 盂县境内夫城口至肖

家汇段公路改线工程 
93.00  A 

15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9145000049850597XR 综合甲级 
国道 239 盂县境内夫城口至肖

家汇段公路改线工程 
93.00  A 



序  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综合评价 

得分 

评价等

级 

16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1110105625900914T 

设计资质：公路行业甲级

资质 

勘察资质：工程勘察综合

资质甲级 

207 国道左权至黎城界及南沁

线左权桐峪至河北涉县界公路

新建工程 

93.00  A 

17 
武汉衡通公路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 
91420100764642302L 

公路行业 

专业甲级 

国道 338 线原平市过境改线工

程 
93.00  A 

18 
中交远洲交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91130100700711241Y 公路行业甲级 

省道董榆线（S318）寒湖岭隧

道新建工程 
93.00  A 

19 
山西路晟交通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91140100701136832H 

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建筑行

业建筑工程甲级 

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

联络线（G2211）山西境黎城至

霍州段 92.64  A 

山西隰县至吉县高速公路 

20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91450000198226573F 综合甲级 

国道 307、207 线阳泉市绕城改

线工程 
92.00  A 

21 
吕梁宇星公路勘察设计

院 
91141100MA0H2TN17A 乙级 

国道 209 线交口县城段公路改

线工程 
92.00  A 

22 
山西通畅工程勘察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91140100748578961J 

工程勘察工程测量专业乙

级 

公路行业设计乙级 

省道双阳线盂县过境（交口-

西小坪）公路改建工程 
92.00  A 

23 
山西尧通公路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 
91141000E28260092Y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

量）乙级 

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

级 

国道 241 线翼城县城过境公路

改线工程 
92.00  A 



序  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评价项目 
综合评价 

得分 

评价等

级 

24 
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

院有限公司 
91610502435206008J 工程勘察综合类资质甲级 

G340（原 S319）榆社县县城过

境段（寨沟隧道）改线工程 
92.00  A 

25 
中北工程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91610000661186666D 

公路行业 

（公路、特大桥梁、特长

隧道、交通工程）专业甲

级 

国道 341 平顺县境内王庄至晋

豫省界段新建公路工程 
92.00  A 

26 
中交基础设施养护集团

有限公司 
911100007461141270 

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公路

行业|甲级 

国道 207 线长治晋城界至陵川

段升级改造工程 
92.00  A 

27 
天津中交鸿达道桥技术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1120106777347476H 

工程设计专业资质|公路

行业|公路甲级 

国道 208 晋中长治界至晋城金

村（长治司马至高平刘庄段）

改扩建工程 

90.00  A 

28 
中交通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91610131724928787L 

工程设计公路行业专业甲

级 

闻喜东镇至垣曲蒲掌高速公路

古城联络线 
87.00  A 

29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915101007302071266 工程勘察设计综合甲级 

G2003 太原绕城高速公路义望

至凌井店段 
87.00  A 

静乐丰润至兴县黑峪口高速公

路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