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古运混凝土有限公司 92.70 

2 北京京首建混凝土搅拌站有限公司 92.30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空港兴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91.81 

2 北京嘉诚利宝混凝土有限公司 90.70  

3 北京京华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89.30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铁建永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93.87 

2 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通州马驹桥分站 93.79 

3 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93.41 

4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 93.24 

5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通州建盛分站 92.25 

6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91.35 

7 北京中联新航建材有限公司 91.29 

8 北京瑞昌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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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9 北京民佳混凝土有限公司 89.11 

10 北京民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88.89 

11 北京冀东海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87.75 

12 北京新航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通州张家湾分站 87.59 

13 北京住六混凝土有限公司 80.14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 95.39  

2 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 93.67  

3 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 93.25  

4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 91.25  

5 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丰台西道口分站 91.14  

6 北京市合利看丹混凝土有限公司 90.02  

7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建恒分站 88.22  

8 北京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87.18  

9 北京华国汇混凝土有限公司 87.08  

10 北京宇诚建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85.79  

11 北京筑诚兴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83.17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正富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92.56 

2 北京欣江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90.63 

3 北京天地建设砼制品有限公司 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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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4 北京鑫旺华宇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88.83  

5 中铁六局集团丰桥桥梁有限公司 86.38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城建亚东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93.59 

2 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93.53 

3 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搅拌站 93.26 

4 北京嘉华高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92.68 

5 北京中建华诚混凝土有限公司 91.60 

6 北京城建九秋实混凝土有限公司 90.85 

7 北京双良混凝土有限公司 90.25 

8 北京正富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一分公司 90.00 

9 北京住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朝阳百子湾分站 89.88 

10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朝阳垡头分站 89.43 

11 北京盛和诚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89.12 

12 北京韩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88.30 

13 北京胜利混凝土建材有限公司 88.14 

14 北京质信恒通混凝土有限公司 86.48 

15 北京易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84.96 

16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84.80 

17 北京市小红门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83.08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城建九混凝土有限公司 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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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2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西北旺站 88.61  

3 北京中实上庄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87.69  

4 北京金基源砼制品有限公司 86.62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泽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92.80 

2 北京太平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91.30 

3 北京铁建永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90.94 

4 北京班诺混凝土有限公司 90.54 

5 北京城建亚泰金砼混凝土有限公司 89.65 

6 北京宏福华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89.65 

7 北京高强亿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89.55 

8 北京欣江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昌平分站 89.34 

9 北京合力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89.15 

10 
北京市昌平一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环昌北七家商品混凝土搅

拌站 
88.90 

11 北京桥昌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88.40 

12 北京安捷鑫德混凝土有限公司 84.85 

13 北京市昌平一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环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84.46 

14 北京城建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搅拌站 82.07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3.61  

2 北京诚智乾懋混凝土有限公司 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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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3 北京正华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87.93  

4 北京青年路混凝土有限公司 87.90 

5 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87.10 

6 北京盈升混凝土有限公司 85.23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庆成伟业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91.49 

2 北京紫阳福源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90.93  

3 北京燕钲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89.79  

4 北京清新腾飞物资有限公司 89.68 

5 北京浩然混凝土有限公司 89.59 

6 北京惠德混凝土有限公司 87.23  

7 北京建顺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86.98  

8 北京燕建恒远混凝土有限公司 85.48 

9 北京鸿都混凝土有限公司 81.40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顺兴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88.99  

2 北京金宸混凝土有限公司 88.22 

3 北京卢沟桥质衡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86.85  

4 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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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怀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87.59 

2 北京国旺混凝土有限公司 85.74  

 

 

序号 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名称 得分 

1 北京住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顺义李天路分站 91.34 

2 北京市承顺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87.06 

3 北京恒坤混凝土有限公司 86.44 

4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86.22 

5 北京市同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 83.46  

6 北京潼潮混凝土有限公司 82.00 

7 北京福瑞顺峰混凝土有限公司 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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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评估指标 检查项次 不合格项次 不合格率 得分率较低的三级指标 

生产信息平台管理 957 54 5.64% 

运输单的名称是否与施工许可证的名称一致、投料数

据中原材料名称、材料类型数据上传是否正常、投料

数据中的盘号是否重复 

生产管理 2551 254 9.96% 
配合比调整记录、质检人员工作日志、生产调度人员

日志、质量跟踪生产记录、搅拌机操作人员日志 

原材料管理情况 5931 146 2.46% 

（膨胀剂）试验记录、存储措施、材料标识（含：厂

别、品种、等级、规格、进场时间、试验编号、检验

状态）、砂含水记录、石含水记录 

出厂质量管理 1305 154 11.80% 

剩退灰记录台账、混凝土试件的存放是否符合要求、

《预拌混凝土运输单》、剩退灰处理记录、工作性不

满足要求时的调整记录 

企业试验室管理 5221 570 10.92% 
设备布局、试验记录、独立试验室、配合比调整依据、

试配原材料选用、试验记录 

试验人员能力核验 963 17 1.77% 数据处理及计算、取样及样品预处理、试验操作 

合计 16928 1195 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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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1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 丰台区 低风险（优秀） 

2 
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搅拌

站 
朝阳区 低风险（优秀） 

3 北京瑞昌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通州区 低风险（优秀） 

4 北京城建亚东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 低风险（优秀） 

5 
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丰台西道

口分站 
丰台区 低风险（优秀） 

6 
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混凝土分

公司 
丰台区 低风险（优秀） 

7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建恒

分站 
丰台区 低风险（优秀） 

8 北京京首建混凝土搅拌站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 低风险（优秀） 

9 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通州区 低风险（优秀） 

 

 

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1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分公司 丰台区 较低风险（良好） 

2 北京桥昌混凝土搅拌站有限公司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3 北京合力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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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4 北京高强亿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5 
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通州马驹

桥分站 
通州区 较低风险（良好） 

6 北京青年路混凝土有限公司 大兴区 较低风险（良好） 

7 北京嘉诚利宝混凝土有限公司 密云区 较低风险（良好） 

8 北京民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通州区 较低风险（良好） 

9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大兴区 较低风险（良好） 

10 北京古运混凝土有限公司 石景山区 较低风险（良好） 

11 北京中建华诚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较低风险（良好） 

12 北京太平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13 北京中实上庄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海淀区 较低风险（良好） 

14 北京铁建永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通州区 较低风险（良好） 

15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

搅拌站 
通州区 较低风险（良好） 

16 北京市小红门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 较低风险（良好） 

17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顺义区 较低风险（良好） 

18 北京市承顺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顺义区 较低风险（良好） 

19 北京筑诚兴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丰台区 较低风险（良好） 

20 北京怀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怀柔区 较低风险（良好） 

21 北京紫阳福源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房山区 较低风险（良好） 

22 北京韩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较低风险（良好） 

23 北京城建九混凝土有限公司 海淀区 较低风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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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24 北京鑫旺华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平谷区 较低风险（良好） 

25 北京空港兴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密云区 较低风险（良好） 

26 北京泽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27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 朝阳区 较低风险（良好） 

28 北京惠德混凝土有限公司 房山区 较低风险（良好） 

29 
北京京华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密云区 较低风险（良好） 

30 北京宏福华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31 
北京住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顺义李天路分

站 
顺义区 较低风险（良好） 

32 北京庆成伟业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房山区 较低风险（良好） 

33 
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

分公司 
丰台区 较低风险（良好） 

34 中铁六局集团丰桥桥梁有限公司 平谷区 较低风险（良好） 

35 北京欣江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昌平分站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36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朝阳垡头分站 朝阳区 较低风险（良好） 

37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通州区 较低风险（良好） 

38 北京恒坤混凝土有限公司 顺义区 较低风险（良好） 

39 北京正富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一分公司 朝阳区 较低风险（良好） 

40 北京冀东海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通州区 较低风险（良好） 

41 北京城建九秋实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较低风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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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1 北京宇诚建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丰台区 一般风险（合格） 

2 北京中联新航建材有限公司 通州区 一般风险（合格） 

3 
北京铁建永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昌平分公

司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4 北京顺兴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延庆区 一般风险（合格） 

5 北京民佳混凝土有限公司 通州区 一般风险（合格） 

6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通州建盛

分站 
通州区 一般风险（合格） 

7 北京易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8 北京燕钲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房山区 一般风险（合格） 

9 北京城建亚泰金砼混凝土有限公司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10 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11 北京天地建设砼制品有限公司 平谷区 一般风险（合格） 

12 北京班诺混凝土有限公司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13 北京诚智乾懋混凝土有限公司 大兴区 一般风险（合格） 

14 北京浩然混凝土有限公司 房山区 一般风险（合格） 

15 北京鸿都混凝土有限公司 房山区 一般风险（合格） 

16 北京双良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17 北京质信恒通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18 北京盈升混凝土有限公司 大兴区 一般风险（合格） 

19 北京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丰台区 一般风险（合格） 

11



 

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20 北京中联新航建材有限公司通州张家湾站 通州区 一般风险（合格） 

21 北京住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百子湾搅拌站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22 
北京城建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混凝土

搅拌站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23 北京福瑞顺峰混凝土有限公司 顺义区 一般风险（合格） 

24 北京清新腾飞物资有限公司 房山区 一般风险（合格） 

25 北京众和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延庆区 一般风险（合格） 

26 北京燕建恒远混凝土有限公司 房山区 一般风险（合格） 

27 北京安捷鑫德混凝土有限公司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28 北京市合利看丹混凝土有限公司 丰台区 一般风险（合格） 

29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西北旺站 海淀区 一般风险（合格） 

30 北京懋隆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区 一般风险（合格） 

31 北京胜利混凝土建材有限公司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32 北京金宸混凝土有限公司 延庆区 一般风险（合格） 

33 北京嘉华高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34 北京金基源砼制品有限公司 海淀区 一般风险（合格） 

35 北京欣江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平谷区 一般风险（合格） 

36 
北京市昌平一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环昌北

七家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37 
北京市昌平一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环昌商

品混凝土搅拌站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38 北京正华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区 一般风险（合格） 

39 北京建顺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房山区 一般风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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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40 北京正富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平谷区 一般风险（合格） 

41 北京盛和诚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朝阳区 一般风险（合格） 

42 北京市同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 顺义区 一般风险（合格） 

43 北京卢沟桥质衡有限责任公司 延庆区 一般风险（合格） 

44 北京国旺混凝土有限公司 怀柔区 一般风险（合格） 

 

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1 北京华国汇混凝土有限公司 丰台区 较高风险 

2 北京中建北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房山区 较高风险 

3 北京潼潮混凝土有限公司 顺义区 较高风险 

4 北京住六混凝土有限公司 通州区 较高风险 

5 北京中冀华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昌平区 较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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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序号 企业名称 区 上半年分级结果 

1 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限公司 房山区 低风险（优秀） 

2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兴区 低风险（优秀） 

3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 丰台区 低风险（优秀） 

4 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昌平区 低风险（优秀） 

5 北京住总万科建筑工业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顺义区 低风险（优秀） 

6 中铁六局集团丰桥桥梁有限公司 平谷区 低风险（优秀） 

7 北京珠穆朗玛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昌平区 较低风险（良好） 

8 北京国建龙冠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昌平区 一般风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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