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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建质〔2021〕2号

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关于 2020 年度河南省预拌混凝土企业

原材料试验能力比对结果的通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站、郑州航空港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质量安全监督站：

为了掌握我省预拌混凝土企业的质保体系运转情况，提升

企业的技术能力，确保混凝土生产质量，依据《河南省预拌混

凝土质量管理规定》（豫建〔2018〕13 号）《河南省预拌混

凝土企业专项试验室基本条件》（豫建〔2018〕12 号）等文

件的要求，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于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预拌混凝土企业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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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能力比对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经我站汇总各地质量监督站上报企业名单，各省辖市、省

直管县（市）所辖区域内已取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的混凝土生产企业共 1600 家，其中

1540 家参加了本次能力比对，59 家停产（拆迁），1 家无故

拒不参加能力比对。初次比对满意的企业（含优秀企业）928

家,一次补测满意的企业 439 家,二次补测满意的企业 112 家,

最终比对结果为优秀的企业 239 家,不满意的企业 61 家，最终

满意(含优秀)率为 96.04%。具体名单在我站网站公示。

另外，对此次比对提供支持的以下单位提出表扬：郑州市

工程质量监督站、开封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许昌市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站、平顶山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河南省建筑材

料工业协会、河南省豫建建筑工程技术服务中心、河南省建筑

工程质量检测测试中心站有限公司、河南豫美建设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共图

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河南建院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许

昌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开封市建设工程检测站。

二、存在问题

（一）试验人员能力需进一步提高。部分企业试验室从业

人员平时缺乏培训学习，理论功底不扎实、实际操作不熟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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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相关行业标准规范不熟悉，如：不能正确使用标准稠度

凝结时间测定仪；人工砂亚甲蓝法称量试样的天平选用不恰

当，亚甲蓝溶液配制不规范；本次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为标准

法，部分企业使用代用法方法和设备进行检测，造成上传图片

信息与上传数据不符等。

（二）仪器设备和实验环境不能满足标准要求。部分企业

未能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配备实验设备，进行环境温湿度

控制、合理布局摆放、定期检定维护。如：净浆搅拌机、胶砂

搅拌机叶轮与搅拌锅间隙不满足标准要求，净浆和胶砂搅拌不

均；从上传图片信息发现，部分企业试验室温湿度环境不能满

足标准要求，初凝时间偏离较大；未按相关标准配备标准法维

卡仪；未按标准配备标准稠度试杆和初凝、终凝试针；未配备

合适量程和精度的天平；未配备恒温水浴锅；未配备 1L 容量

瓶等。

（三）部分企业质保体系管理混乱。本次比对暴露出部分

企业未能建立完善的质保体系或质保体系管理混乱，如：仪器

设备日常使用记录、维护不规范并且未设有专人负责；原始记

录签章签字不规范，试验室运转流程混乱；试验室主任未能认

真履职或能力低下，未能真正履行岗位职责等。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应将比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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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发证机关，并注重比对结果

运用，实施差异化管理。

（一）进一步发挥质监机构的职能作用。对于比对结果优

秀的企业,当地工程质量监督站应提出表扬并采取召开现场会

等方式，推广先进经验,发挥榜样作用，促使辖区内企业共同

提高。

对于最终比对结果为不满意的企业，当地工程质量监督站

应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彻查其质保体系，将发现问题上报辖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规处理；抽查其近年来所供预拌混凝土的

有关原始记录，并延申到其供货的工程项目，对所供应混凝土

的工程部位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辖区主管部门和省总

站。

对于因拆迁、停产等原因未参加比对的企业，当地质量监

督站应核实情况，如属实应将其质保体系不再满足资质标准要

求的情况上报至辖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发证机关依规处理，

并核查在搬迁、停产等质保体系无法正常运转期间有无继续生

产销售。

对于无故拒不参加此次比对的企业，当地质量监督站应立

即核查企业基本情况，并上报至辖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发证

机关，记入企业诚信信息系统；对其资质条件和质保体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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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查，如质保体系和实际能力不再满足资质标准或《河南省预

拌混凝土企业专项试验室基本条件》，应上报辖区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和发证机关依规处理；抽查其近年来所供预拌混凝土的

有关原始记录、并延申到供货的工程项目，对所供应混凝土的

工程部位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辖区主管部门依规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上报省总站。

（二）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于此次比对通过补测

结果满意的企业应及时开展自查自纠，找到质保体系中的短

板，全面查漏补缺整改提升。各企业应根据此次比对情况，加

强自身质保体系的管理，企业管理人员应熟悉掌握国家和省相

关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企业试验人员应及时参加法律法规、

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和考核；鼓励组织企业内部试

验人员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进行技术能力比对，采取开展理

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比武等各种手段，有效提升试验人

员自身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

（三）高度重视比对结果的应用。预拌混凝土需求单位选

用预拌混凝土生产单位时，应参考本次能力比对结果择优选

用。未在附件中列出的企业结果为满意（包含初测满意，补测

满 意 ， 二 次 补 测 满 意 ， 具 体 可 在 省 总 站 网 站

http://www.hngczlxxw.com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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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孔川

电 话：0371-66251592

2021 年 1 月 29 日

附件：1.能力比对结果为优秀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名单

2.能力比对结果为不满意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名单

3.停产（拆迁）未参加比对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名单

4.无故拒不参加比对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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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能力比对结果为优秀的混凝土企业名单（239 家）

（排名不分先后）

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安阳市 安阳鼎欣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安阳市 安阳市鑫海预拌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安阳市 安阳市中鼎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安阳市 汤阴定海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安阳市 汤阴县玉丰商混搅拌有限公司 优秀

鹤壁市 河南省航逸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鹤壁市 浚县江海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优秀

济源市 济源市浩森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济源市 济源市茂成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济源市 济源市圣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济源市 济源市太行联成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济源市 济源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河南福从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焦作千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焦作市建鑫砼业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焦作市 焦作市巨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焦作砼盛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焦作亿建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金江建设实业（河南）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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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焦作市 沁阳市赢佳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沁阳市中安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焦作市 沁阳市筑诚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开封市 开封宏力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开封市 开封市铭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优秀

开封市 开封市晟虹商砼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开封市 开封市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商砼分公司 优秀

开封市 通许县安第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开封市 尉氏县祥聚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河南豫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河南海滨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优秀

洛阳市 洛阳黄河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建磊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康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炼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市康基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顺通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天骄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天路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洛阳元洲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孟津华瑛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嵩县富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嵩县伊建商贸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新安县昊昱工贸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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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洛阳市 偃师市伟中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伊川县昌盛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伊川县天安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洛阳市 中原筑路洛阳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漯河市 河南润都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漯河市 河南重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漯河市 漯河市锦程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漯河市 漯河市强泰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漯河市 漯河市轩立商贸有限公司 优秀

漯河市 舞阳鑫泰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海川混凝土实业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合立鼎盛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鼎晟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恒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宏乾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互生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龙升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瑞通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兴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永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市淯阳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顺鑫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阳正泰伟业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南召开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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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南阳市 南召县同益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内乡县永泰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南阳市 唐河县亿方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桐柏县百基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桐柏县同益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西峡长安水泥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淅川县盘亘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淅川县鑫冠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新野县旭升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新野豫航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南阳市 镇平县携富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优秀

平顶山市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优秀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华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京航实业有限公司 优秀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桃源长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天杰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鑫瑞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平顶山市 舞钢市永利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濮阳市 濮阳市福胜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濮阳市 濮阳市海荣电力工程器材有限公司 优秀

濮阳市 濮阳市华隆建设工程（集团）诚程砼有限公司 优秀

濮阳市 濮阳市万达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三门峡市 渑池大唐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三门峡市 渑池县开阳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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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三门峡市 渑池仰韶砼业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江泰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顺天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三门峡市 义马市升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三门峡市 义马市云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商丘市 河南祁氏福余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商丘惠胜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商丘市宏泰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商丘市石楼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商丘鑫沃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商丘中冶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柘城县鼎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柘城县华信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柘城县金鼎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商丘市 柘城县祥云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封丘县豫祥商混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河南朗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河南孟电集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河南永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河南筑福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辉县市汇中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新乡市合众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新乡市宏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新乡市金光实业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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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新乡市 新乡市平安水泥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新乡市清化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新乡市新鼎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乡市 新乡市亿创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信阳市 淮滨县永运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信阳市 潢川恒泰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信阳市 息县金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信阳市 信阳华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信阳市 信阳市鑫森源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河南金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许昌圣强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许昌市建安区聚邦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许昌市瑞晟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许昌腾飞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许昌中原建设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禹州浩瑞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禹州市禹建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禹州市源辰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长葛市昌泰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许昌市 长葛市金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登封市诚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登封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东海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港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恒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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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郑州市 河南华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吉建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金峰混凝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绿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绿通新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升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省桓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省巨力实业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省同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省新星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通鑫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五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亿鑫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河南中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新郑市创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矗磊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东和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东利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东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海轮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华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惠泽商砼实业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金龙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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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郑州市 郑州景途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聚帮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市胜坤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市盛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市泰安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市鑫海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嵩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腾飞预拌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同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信邦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兴业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兴友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中浩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众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郑州市 郑州筑创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河南泰联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河南万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淮阳县传强搅拌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淮阳县广石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淮阳县华鑫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淮阳县兴强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沈丘县磐固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沈丘县永固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太康县宏岩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太康县华康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 15 —

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周口市 太康县许楼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西华县华建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西华县吉达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项城市海通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周口合一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周口市 周口瑞通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驻马店 河南大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驻马店 河南省隆强高科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平舆金盛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平舆县鸿德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平舆县置地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平舆县中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确山绿成干粉沙浆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西平县衡道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正阳县宏运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驻马店市大海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驻马店市鹏运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驻马店 驻马店新汉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长垣市 长垣县长鸿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邓州市 邓州鼎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邓州市 邓州市泰恒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邓州市 邓州市翔大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邓州市 邓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优秀

巩义市 河南省恒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

固始县 河南成合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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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航空港区 河南环球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航空港区 河南天利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航空港区 河南豫港同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航空港区 郑州航空港区好特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航空港区 郑州润鑫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滑县 滑县万通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兰考县 河南鑫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兰考县 河南运广实业有限公司 优秀

鹿邑县 鹿邑县邱集鸿途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鹿邑县 鹿邑县天龙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鹿邑县 鹿邑县鑫伟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鹿邑县 鹿邑县永清混凝土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鹿邑县 鹿邑豫鹿商砼有限公司 优秀

鹿邑县 鹿邑豫鑫建材有限公司 优秀

汝州市 平顶山市鼎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汝州市 汝州市东江建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

汝州市 汝州市福达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优秀

汝州市 汝州市鸿沣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汝州市 汝州市拓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新蔡县 新蔡县启福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优秀

新蔡县 新蔡县永运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永城市 永城市海标砼业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永城市 永城市汇恒砼业有限公司 优秀

永城市 永城市汇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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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能力比对结果为不满意的混凝土企业名单（61 家）

（排名不分先后）

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安阳市 安阳市友邦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安阳市 河南宏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宏安商砼分公司 不满意

安阳市 汤阴县金祥商混搅拌有限公司 不满意

鹤壁市 河南修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满意

鹤壁市 鹤壁聚源砼业有限公司 不满意

鹤壁市 鹤壁市金卓砼业有限公司 不满意

焦作市 武陟县彤衡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开封市 开封市登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不满意

开封市 开封市泰宇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开封市 开封市鑫德隆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开封市 通许县双之鼎建材有限公司 不满意

开封市 尉氏县兴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洛阳市 河南泉发商贸有限公司 不满意

洛阳市 栾川县广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洛阳市 洛阳绿弘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不满意

洛阳市 洛阳瑞昊装配式建材有限公司 不满意

洛阳市 洛阳山河混凝土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不满意

洛阳市 洛阳商洲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洛阳市 洛阳天兴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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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漯河市 河南双建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不满意

南阳市 南阳市恒久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南阳市 南阳市天罡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南阳市 南阳市通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南阳市 南阳市翼翔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南阳市 镇平县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中立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平顶山市 舞钢市国凌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濮阳市 濮阳县鑫博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商丘市 商丘泰诚建材有限公司 不满意

商丘市 柘城鹏联实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商丘市 柘城县方阵建材有限公司 不满意

信阳市 光山县众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信阳市 淮滨县建和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信阳市 商城县恒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信阳市 商城县九鼎水泥搅拌有限公司 不满意

信阳市 息县鼎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信阳市 信阳市福泰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郑州市 河南夯士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郑州市 河南省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郑州市 河南盛誉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满意

郑州市 河南云庭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郑州市 荥阳市源通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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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结果

郑州市 郑州亚星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郑州市 郑州裕田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周口市 郸城县方兴搅拌站有限公司 不满意

周口市 淮阳县李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不满意

周口市 淮阳县泽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不满意

周口市 商水县程固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周口市 沈丘县恒丰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周口市 太康县名扬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驻马店 泌阳县鑫鼎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驻马店 平舆县添壹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不满意

驻马店 确山县丰远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驻马店 确山县永巍实业有限公司 不满意

驻马店 遂平县豫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驻马店 正阳县华豫建材有限公司 不满意

驻马店 驻马店钧汇建材有限公司 不满意

固始县 固始永立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满意

固始县 河南运和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固始县 河南中立建材有限公司 不满意

鹿邑县 鹿邑县金石商砼有限公司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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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停产（拆迁）未参加比对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名单（59 家）

地市 企业名称

安阳市 安阳市铸本商砼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市 安阳天伟混凝土有限公司

安阳市 安阳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安阳市 安阳中联建安混凝土有限公司

鹤壁市 浚县润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济源市 济源益生宜居砂浆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 孟州市恒阳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焦作市 沁阳市联盟砼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 武陟县陟诚混凝土有限公司

开封市 开封同发商砼有限公司

洛阳市 洛阳冠喜建材有限公司

洛阳市 洛阳建源混凝土有限公司

洛阳市 洛阳涌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漯河市 漯河市冠捷建材有限公司

漯河市 漯河市金巨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漯河市 漯河市中悦混凝土有限公司

漯河市 舞阳隆兴混凝土有限公司

南阳市 南阳市盛泰混凝土有限公司

南阳市 南阳市泰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南阳市 南阳市天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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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平顶山市 鲁山县厚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成展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巨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同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濮阳市 河南银达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濮阳市 濮阳市世龙建材有限公司

濮阳市 台前县泓宇建业商砼有限公司

商丘市 商丘市家兴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商丘市 商丘市旺城建材有限公司司

信阳市 淮滨县众祥混凝土有限公司

信阳市 罗山县建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信阳市 信阳市同荣建材有限公司

许昌市 长葛市金广建材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汇远发展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惠众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金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居易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省第一建筑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省元升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天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天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亚星混凝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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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企业名称

郑州市 河南正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市 郑州浩天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郑州恒基建安商砼有限公司

郑州市 郑州市洪沣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郑州鑫洋混凝土有限公司

郑州市 郑州振元建材有限公司

周口市 淮阳县强海建材有限公司

周口市 沈丘县豫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周口市 周口金顺建筑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周口市 周口三塬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驻马店 确山县德威干粉砂浆有限公司

驻马店 正阳宏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长垣市 河南省宏力路桥有限公司

航空港区 郑州捍旭混凝土有限公司

航空港区 郑州景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永城市 河南永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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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无故拒不参加比对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名单（1 家）

地市 企业名称

商丘市 河南汇筑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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