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项目检查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发包人 承包人

发包人履

约评价分

承包人履

约评价分

1 杭州 宁围街道集镇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 杭州宁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国丰集团有限公司 76 80

2 杭州
杭州市庆隆单元 FG01-R22-03 地块

24 班配套中心建设工程
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8 91

3 杭州 西湖城投大楼
杭州西湖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4 86

4 宁波 江北区甬江实验学校
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

心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90 100

5 宁波 海曙区姚丰项目Ⅱ地块 宁波市中梁宏置业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5 88

6 宁波 泗门全民健身 余姚市泗门镇人民政府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84 92

7 温州 温州南站站前 F17a 地块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温州分公开发中心
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5 87.5

8 温州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四小学扩建工程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四小学 温州真宏建设有限公司 96 84

9 温州
清水埠城中村改造项目05地块永嘉

碧桂园翡翠郡

永嘉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3 49

10 湖州
新黄浦南浔国际旅游度假中心

CD-04-01-010 地块一期项目

湖州南浔嘉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76 91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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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湖州 湖州中心农贸市场原址重建工程 湖州市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同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4 85

12 湖州 （2017）030 号地块项目一标段项目 德清德宁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通达集团有限公司 84 86

13 嘉兴 海盐绿能环保项目 光大环保能源（海盐）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88 88

14 嘉兴 海宁开元名都住宅小区二期二标段 海宁开元名都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博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0 87

15 嘉兴
芦席汇历史街区保护性开发建设项

目 1、2号地块

嘉兴市城投城市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0 82

16 绍兴
新昌工业园区泉清至五丰道路（隧

道）工程
新昌县城东城镇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76 94

17 绍兴 绍兴偏门毛纺厂地块建设项目
绍兴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江苏辰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7 79

18 绍兴
越城区新一轮城中村改造（九里组

团一期）安置房建设工程

绍兴市城南城中村改造建设有

限公司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5 76

19 金华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金华市中心医

院妇女儿童院区）迁建项目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 82.5

20 金华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外来人口之

家工程

永康市东城街道黄棠村民委员

会
浙江众森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73 75

21 金华
义乌市上溪镇养老服务中心（一期）

工程

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义乌市大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90 90

22 衢州
衢江区新屋里小区一期（1#、20#、

23#、25#、26#楼工业化改造

衢州市衢江区城乡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衢州宝红建设有限公司 8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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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衢州 常山县宣丰水库移民边贸综合大楼
常山县宣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浙江宏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1 80.5

24 衢州
东华理工大学江山产学研基地（一

期）工程
江山市政府投资目建设中心 衢州子达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90 84

25 舟山 岱山绿城蔚蓝公寓三期 A区项目
舟山绿城蔚蓝海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 70 89

26 舟山 舟山东港住宅项目 40-5 地块 舟山融金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67 78

27 舟山 舟山临城 LKA-3-23A 地块项目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舟山置业有

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80 83

28 台州
仙居县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工程二期

B标
仙居县职业教育中心 浙江五联建设有限公司 90 93

29 台州 香墅湾工程二期
台州市新宏业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
台州远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8 95

30 台州 北京师范学校台州实验学校
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5 93

31 丽水 青林公寓 丽水市安居房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金圣建设有限公司 85 85.5

32 丽水
景宁畲族自治县千年山哈宫工程

（一期）

景宁畲族自治县环敕木山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0 77

33 丽水
青田县人民医院医技综合楼及医疗

服务配套用房工程
青田县人民医院 浙江金圣建设有限公司 78 93.5

评分分值为： 90 分以上（含 90 分）为好；80～90 分（含 80 分）为较好；60～80 分（含 60 分）为一般；60 分以下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