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四季度合同履约评价台账（补充)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第四季度
评价等级

1 造价咨询 龙华高级中学新校装修工程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 造价咨询 观澜中学学生宿舍改造工程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 造价咨询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4 造价咨询 人民路松仔园村人行天桥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5 造价咨询 “双提升”道路综合整治工程--龙胜路（梅龙路-建设路）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6 造价咨询 东环二路改造提升工程 深圳市海德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7 造价咨询 大浪北路市政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8 造价咨询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9 造价咨询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0 造价咨询 红山中学高中部 深圳科宇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1 造价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2 造价咨询 虔贞学校 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3 造价咨询 观澜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4 造价咨询 龙华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5 造价咨询 龙翔小学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6 造价咨询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17 造价咨询 民丰学校 中盛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8 造价咨询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9 造价咨询 龙塘停车场综合体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20 造价咨询 清湖东风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良好
21 造价咨询 卢山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22 造价咨询 和平小学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3 造价咨询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4 造价咨询 桂花路停车场综合体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5 造价咨询 爱心家园公交场站 深圳市全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6 施工 奥宸观壹城华府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装修项目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27 施工 观澜中学学生宿舍改造工程 深圳市罗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28 施工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29 施工 锦华东路（华峰路-锦华南路）工程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30 施工
观澜河流域（龙华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长坑水综

合整治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三部 合格

31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佳民路（腾龙路-布龙路）工程 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32 施工 清湖片区支路网完善工程 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不合格
33 施工 华宁路（石岩外环路-大浪北路）综合改造工程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34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向荣路（福龙路-新区大道）工程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不合格
35 施工 逸秀新村人行过街设施工程 深圳市交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36 施工 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37 施工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牛咀水综合整治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三部 合格

38 施工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深圳市金源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39 施工 新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40 施工 润泽学校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41 施工 龙华会堂升级改造工程 深圳安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42 施工 冼屋学校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43 施工 民丰学校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44 设计 龙华街道敬老院改造工程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项目计划部 合格
45 设计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中国城市建筑研究院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6 设计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7 设计 新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深圳市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48 设计 龙华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项目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49 设计 龙翔小学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50 设计 民丰学校 深圳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1 设计 宝龙小学 深圳和域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2 设计 龙塘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3 设计 清湖东风停车场综合体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4 设计 卢山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5 设计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56 设计 桂花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中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7 设计 观光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8 设计 爱心家园公交场站 深圳大地创想建筑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9 勘察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0 勘察
“双提升”道路综合整治工程--万桂路（桂花路-万寿山陵

园）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良好

61 勘察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2 勘察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3 勘察 虔贞学校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4 勘察 龙翔小学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5 勘察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66 勘察 宝龙小学 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7 勘察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8 监理 奥宸观壹城华府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装修项目 深圳市天邦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69 监理 观澜中学学生宿舍改造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70 监理 龙胜人行天桥新建工程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71 监理 片区路网综合整治工程第三批-观澜石马径-君新片区 深圳市威彦达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72 监理 110KV金龙变电站场平工程 中泰天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73 监理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中泰天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74 监理 新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75 监理 龙华会堂升级改造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76 监理 民丰学校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77 监测检测 观澜消防中队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78 监测检测 长湖学校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79 监测检测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研检测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80 监测检测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宁波冶金勘察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81 监测检测 民丰学校 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82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工勘岩土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83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鹏盛达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84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85 工程咨询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86 工程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不合格
87 工程咨询 区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工程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88 工程咨询 润泽学校 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89 工程咨询 冼屋学校 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90 工程咨询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91 工程咨询 观湖保障性住房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92 代建 龙塘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93 代建 清湖东风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94 代建 卢山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95 代建 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扩建工程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96 代建 桂花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97 代建 观光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98 代建 爱心家园公交场站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99 EPC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100 EPC 观湖保障性住房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建工

集团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附表1.1 2020年第四季度履约评价结果汇总表（良好)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第四季度

评价等级

1 造价咨询 观澜中学学生宿舍改造工程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 造价咨询 人民路松仔园村人行天桥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3 造价咨询 “双提升”道路综合整治工程--龙胜路（梅龙路-建设
路）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4 造价咨询 东环二路改造提升工程 深圳市海德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5 造价咨询 大浪北路市政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6 造价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7 造价咨询 龙翔小学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8 造价咨询 民丰学校 中盛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9 造价咨询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0 造价咨询 清湖东风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良好

11 造价咨询 桂花路停车场综合体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2 造价咨询 爱心家园公交场站 深圳市全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3 施工 润泽学校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4 施工 龙华会堂升级改造工程 深圳安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5 施工 冼屋学校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6 施工 民丰学校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7 设计 新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深圳市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8 设计 龙翔小学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9 勘察
“双提升”道路综合整治工程--万桂路（桂花路-万寿山

陵园）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良好

20 监理 龙胜人行天桥新建工程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21 监理 新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2 监理 龙华会堂升级改造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3 监理 民丰学校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4 监测检测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研检测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5 监测检测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宁波冶金勘察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6 监测检测 民丰学校 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7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工勘岩土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8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鹏盛达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29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0 工程咨询 润泽学校 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1 工程咨询 冼屋学校 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2 工程咨询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3 代建 龙塘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4 代建 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扩建工程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35 代建 桂花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6 代建 观光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7 代建 爱心家园公交场站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8 EPC 观湖保障性住房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建

工集团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附表1.2 2020年第四季度履约评价结果汇总表（合格)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第四季度

评价等级

1 造价咨询 龙华高级中学新校装修工程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 造价咨询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 造价咨询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 造价咨询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5 造价咨询 红山中学高中部 深圳科宇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 造价咨询 虔贞学校 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7 造价咨询 观澜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8 造价咨询 龙华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9 造价咨询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10 造价咨询 龙塘停车场综合体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11 造价咨询 卢山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12 造价咨询 和平小学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3 造价咨询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4 施工 奥宸观壹城华府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装修项目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15 施工 观澜中学学生宿舍改造工程 深圳市罗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16 施工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17 施工 锦华东路（华峰路-锦华南路）工程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18 施工
观澜河流域（龙华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长坑水综合

整治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三部 合格

19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佳民路（腾龙路-布龙路）工程 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20 施工 华宁路（石岩外环路-大浪北路）综合改造工程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21 施工 逸秀新村人行过街设施工程 深圳市交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22 施工 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23 施工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牛咀水综合整治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三部 合格

24 施工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深圳市金源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5 施工 新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26 设计 龙华街道敬老院改造工程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项目计划部 合格

27 设计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中国城市建筑研究院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8 设计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9 设计 龙华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项目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0 设计 民丰学校 深圳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1 设计 宝龙小学 深圳和域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2 设计 龙塘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3 设计 清湖东风停车场综合体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4 设计 卢山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5 设计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36 设计 桂花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中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7 设计 观光路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8 设计 爱心家园公交场站 深圳大地创想建筑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9 勘察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0 勘察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1 勘察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2 勘察 虔贞学校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3 勘察 龙翔小学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4 勘察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45 勘察 宝龙小学 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6 勘察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47 监理 奥宸观壹城华府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装修项目 深圳市天邦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48 监理 观澜中学学生宿舍改造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49 监理 片区路网综合整治工程第三批-观澜石马径-君新片区 深圳市威彦达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50 监理 110KV金龙变电站场平工程 中泰天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51 监理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中泰天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52 监测检测 观澜消防中队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53 监测检测 长湖学校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54 工程咨询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55 工程咨询 区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工程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56 工程咨询 观湖保障性住房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57 代建 清湖东风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58 代建 卢山停车场综合体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59 EPC 观澜中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附表1.3 2020年第四季度履约评价结果汇总表（不合格)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第四季度

评价等级

1 施工 清湖片区支路网完善工程 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不合格

2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向荣路（福龙路-新区大道）工程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不合格

3 工程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不合格



附表1.4 2020年第四季度履约评价结果分类统计表

合同类别 合同份数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施工 18 4 12 2

设计 15 2 13 0

监理 9 4 5 0

代建 7 5 2 0

勘察 9 1 8 0

EPC 2 1 1 0

监测检测 8 6 2 0

造价咨询 25 12 13 0

工程咨询 7 3 3 1

合计 100 38 59 3



2020年度合同履约评价台账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评价等级

1 造价咨询 龙华高级中学新校装修工程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 造价咨询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 造价咨询 人民路松仔园村人行天桥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4 造价咨询 “双提升”道路综合整治工程--龙胜路（梅龙路-建设路）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5 造价咨询 东环二路改造提升工程 深圳市海德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6 造价咨询 大浪北路市政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7 造价咨询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8 造价咨询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9 造价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0 造价咨询 观澜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1 造价咨询 龙华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2 造价咨询 龙翔小学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3 造价咨询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4 施工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15 施工 锦华东路（华峰路-锦华南路）工程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16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佳民路（腾龙路-布龙路）工程 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17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向荣路（福龙路-新区大道）工程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不合格
18 施工 片区路网综合整治工程第三批-观湖横坑片区 深圳市交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19 施工 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20 施工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不合格
21 设计 龙华街道敬老院改造工程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项目计划部 不合格
22 设计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中国城市建筑研究院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3 设计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4 设计 龙华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项目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25 设计 龙翔小学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26 设计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7 勘察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8 勘察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9 勘察 龙翔小学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30 勘察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31 监测检测 观澜消防中队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32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工勘岩土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33 工程咨询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34 工程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35 工程咨询 区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工程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6 工程咨询 虔贞学校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37 代建 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扩建工程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附表1.1 2020年履约评价结果汇总表（良好)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评价等级

1 造价咨询 人民路松仔园村人行天桥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2 造价咨询 东环二路改造提升工程 深圳市海德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3 造价咨询 大浪北路市政工程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良好
4 造价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5 造价咨询 观澜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6 造价咨询 龙华派出所项目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7 造价咨询 龙翔小学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8 设计 龙翔小学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9 勘察 龙翔小学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10 监测检测 观湖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工勘岩土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良好
11 工程咨询 虔贞学校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良好



附表1.2 2020年履约评价结果汇总表（合格)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评价等级

1 造价咨询 龙华高级中学新校装修工程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 造价咨询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3 造价咨询 “双提升”道路综合整治工程--龙胜路（梅龙路-建设路）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4 造价咨询 110KV环观中路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5 造价咨询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6 造价咨询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7 施工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8 施工 锦华东路（华峰路-锦华南路）工程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9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佳民路（腾龙路-布龙路）工程 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合格
10 施工 片区路网综合整治工程第三批-观湖横坑片区 深圳市交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11 施工 樟桂路（龙观快速路-桂祥路）市政工程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12 设计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中国城市建筑研究院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3 设计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4 设计 龙华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项目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15 设计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6 勘察 观澜德风小学改扩建工程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7 勘察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8 勘察 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队深圳北站消防站建设工程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19 监测检测 观澜消防中队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二部 合格
20 工程咨询 横坑水库西侧产业园场平工程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二部 合格
21 工程咨询 岳盟规划学校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22 工程咨询 区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工程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合格
23 代建 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扩建工程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合格



附表1.3 2020年履约评价结果汇总表（不合格)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评价等级

1 设计 龙华街道敬老院改造工程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项目计划部 不合格
2 施工 龙华二线拓展区向荣路（福龙路-新区大道）工程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一部 不合格
3 施工 大浪服装城变电站场平工程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房建工程一部 不合格



附表1.4 2020年度履约评价结果分类统计表

合同类别 合同份数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施工 7 0 0 5 2

设计 6 0 1 4 1

代建 1 0 0 1 0

勘察 4 0 1 3 0

监测检测 2 0 1 1 0

造价咨询 13 0 7 6 0

工程咨询 4 0 1 3 0

合计 37 0 11 23 3



2020年最终履约评价台账（新增）

序号 合同类型 项目名称 履约单位 评价科室 评价等级

1 设计 虔学路（华韵路-宝浪路）工程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部 良好

2 招标代理 碧澜小学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合同管理部 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