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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勘察设计与抗震设防专项执法检查结果

一、现场抽检合格企业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所在城市 备注

1 山东新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

2 东营市勘察测绘院 东营

3
利津县陈庄镇付窝小额学标准化建

设项目宿舍及餐厅
东营市勘察测绘院 东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东营

4 城投锦绣城建设工程 1#楼住宅楼 山东三瑞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中石大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东营

5 东营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东营

6
济宁市府河东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皇营东郡）5-8、11、12#住宅楼

山东省城乡建设勘察设计研究

院
北京龙源科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济宁

7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滨州

8 山东滨化集团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

9 秦皇河畔 4#楼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重庆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滨州

10 齐河县大黄乡实验小学教师周转房 齐河众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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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改合格企业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所在城市 备注

1 藏马山职工生活区 1#楼 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杰森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

2
凭海临风三期（2-3 区）24 班小学

教学楼、门卫室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铭远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

3 城阳区国城小学综合楼扩建工程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城乡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

4

大枣园、南岭社区旧村改造

C-03-01、C-03-09 地块项目（3-7#、

2-B#商业）

青岛雍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民用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青岛

5 服装品牌设计研发生产项目（一期）青岛雍达筑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天华易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

6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S15#宿舍楼青岛西海岸新区勘察测绘院 青岛瑞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

7 青岛理工大学黄岛校区2#实验中心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

8 青岛宏程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厂房 青岛建国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青岛景观市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

9
东方时尚中心二期 7#地块 1-20#

楼、地库；5#地块 33-39#楼、地库

青岛科建工程检测鉴定加固有限公

司
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

10
东湖郡•普罗旺斯 14-16、18、19#

楼
青岛捷利达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建设公司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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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东营市档案馆建设项目 东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东营

12 东营市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东营

13
艾美科健（中国）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回收车间（二）
山东大嘉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山东鲁抗医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济宁

14
五里营片区（东南华城北区）A7 号

楼
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 济宁华园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济宁

15
济宁经济开发区“双创”孵化产业

示范基地电商综合楼
山东鲁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

16 济宁天瑞机械办公楼 嘉祥工程地质勘察院 济宁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济宁

17
山东源根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楼、

1、2#车间
济宁市水利工程施工公司勘探队 济宁市维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济宁

18
老年血管病医院改扩建心脑康复大

楼
山东鲁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济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济宁

19
山东鲁抗医药（一期）检验车间、

倒班宿舍 2、综合用房
山东省济宁地质工程勘察院 济宁

20
济宁广源医药有限公司新建西仓

库、新建东仓库
山东大嘉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济宁建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济宁

21
嘉祥县大张楼镇杨庄、张庙小学教

学楼
嘉祥工程地质勘察院 济宁市维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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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德州市公安局公安业务技术楼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南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德州

23
庆云鸿盛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8#

车间、原料车间、半成品车间
山东宏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

24 朝日食品山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勘察院 禹城广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德州

25
宁津县西白片区棚户区改造及公租

房配建项目东区 2#住宅楼
德州金浩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

26 齐河县大黄乡实验小学教师周转房 德州金浩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

27
黄河三角洲（乐陵）会展物流中心

A3、E20~E22、B7、B8#楼
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勘察院 深圳市筑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德州

28 奥林印象城 1~8、10、12#楼 徐州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德州

29
乐陵孔镇中心社区（棚户区改造）

建设项目 1~9#楼
山东宏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汉通建筑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德州

30
乐陵创源炭素有限公司实验楼、车

库、宿舍楼、综合楼
泰安化工地质工程勘察院 山东中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德州

31
金鲁班电/扶梯实训基地电梯试验

塔、综合服务楼
山东民建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

32 滨州市公路勘察设计院 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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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山东西王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品牌

金街三段
大连弘艺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滨州

34 滨州市老年人养护中心 3#住宅楼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滨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滨州

35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杜店街道南海

小学幼儿园教学楼
山东滨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滨州

36 鄄城润百家城市广场 R8 号楼 武汉中科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仲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菏泽

37 成武县颐康护理院综合楼 郓城县勘察院 菏泽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菏泽

38 伯爵国际花园 化工部徐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福州芳园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菏泽

39 成武第二消防站建设项目执勤楼 郓城县勘察院 成武县建筑设计院 菏泽

40 巨野怡景苑 14#、15#楼 济南泰盛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菏泽翰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菏泽

41 晨曦学校 1#2#教学楼 郓城县勘察院 菏泽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菏泽

42 东明恒昌御和园 1#-22#楼 菏泽市建设工程勘察院 菏泽天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菏泽

43 曹县三所完小 菏泽市建设工程勘察院 山东曹县建筑设计院 菏泽

44 菏泽顺鑫花园 1#楼 菏泽市建设工程勘察院 菏泽城建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菏泽

三、限期整改企业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所在城市 备注

1 青岛理工大学黄岛校区2#实验中心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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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营海利丰志成油气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东营
已下发《执法

监察意见书》

3
东营区第三中学新校建设工程行政

教学楼
东营市勘察测绘院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东营

4
利津街道庄科社区一期工程延建项

目 32#、33#、35#、36#楼
山东新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利津县建筑规划设计院 东营

5 昂坤财富广场 2#商业楼、3#办公楼东营市海天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东营市恒信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

6 兵圣路幼儿园 东营市创新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东营筑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东营

7
大明集团东营汽车工业园区综合调

度中心
东营市创新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正大工程开发设计有限公司 东营

8
山东建大建设有限公司物流中心项

目实验楼
山东大沣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正鑫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东营

9 东营市档案馆建设项目 山东大沣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东营

10 东营万达广场 A 楼 东营市海天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东营

11 北京路小学教学楼 日照市城乡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日照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照

12 1#厂房、2#厂房 日照恒泰勘察院有限公司 日照经济开发区规划建筑设计院 日照

13 大董家村旧村改造 33#、37#安置楼山东中建联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中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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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叩官镇机关家属院 3#、6#、7#住宅

楼
日照天宇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日照润达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照

15
电子配件组装项目 6#-A 仪表车间、

6#-B 实验楼
日照山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瑞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日照

16 公共实训楼、信息技术实训楼 日照市城乡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日照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日照

17 管帅小学综合楼 日照恒泰勘察院有限公司 五莲县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照

18 雅宝文化艺术中心 莒县勘察测绘院 日照汉景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日照

19
香河街道片区新村城中村棚户区改

造项目 7#-14#楼及地下车库
日照市城乡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上海同大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日照

20
广安榉园一期住宅小区 13#、17#、

19#楼
日照恒泰勘察院有限公司 湖北华宇高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日照

21
庆云鸿盛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7#

车间、原料车间、半成品车间
德州恒信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轻钢设计院 德州

22
宁津县西白片区棚户区改造及公租

房配建项目东区 1#住宅楼
宁津县鼎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德州

23 安居嘉和小区 A6、A7#楼 聊城市华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聊城市华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聊城

24 冠县实高学校.综合教学楼 临清鲁西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聊城

25
山东新富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

楼
聊城正恒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阳谷县金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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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5年中国联通山东聊城莘县闲置

土地盘活工程接建
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莘县联创建筑设计院 聊城

27 聊城市实验小学办公综合楼 山东宏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聊城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聊城

28 侯营镇中心小学教学综合楼 聊城市华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中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聊城

29
山东大唐瓷业科技有限公司陶瓷生

产线 1#车间工程

聊城市正大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
山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 聊城

30
山东阳谷电缆有限公司年产 400 吨

光纤预制棒项目 1 号新建厂房
山东宏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聊城

31 阿尔卡迪亚·瑞园 S11#商业楼 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荣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聊城

32
高唐县特勤消防站暨消防博物馆项

目-综合执勤楼
聊城市华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龙源科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聊城

33 滨州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滨州

34 丰瑞嘉苑小区办公楼 山东纵横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同建强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滨州

35
山东西王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品牌

金街三段
山东泰盛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

36 北城英才学校新校图书办公楼 东营市勘察测绘院 滨州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

37
山东滨州金盛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综合楼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滨州高新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滨州

38 惠民县香格里拉住宅小区别墅楼 淄博市岩土城乡勘察测绘院 惠民县城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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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滨州市高梅安置小区 3#楼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滨州广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滨州

40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杜店街道南海

小学幼儿园教学楼
东营市勘察测绘院 滨州

41

博华佳苑二期项目 B-04、07、10、

11、12、13、15、16、18、20#楼；

C-05、08、10、11、13、14、17、

20、23#楼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博兴县建筑工程设计院 滨州

四、警告企业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所在城市 备注

1 东营万达广场 A 楼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

2 奥林印象城 1~8、10、11#楼 江苏华信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德州

五、不合格企业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所在城市 备注

1
山东鲁抗医药（一期）检验车间、

倒班宿舍 1、综合用房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济宁

已下发《执法

监察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