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 北京中地泓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电力热力

、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交通

运输、其他服务业。

2 北京京咨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建筑、交通运输；地下

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建

筑、交通运输。

3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4
北京燕平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石化

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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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河水利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交通运输、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交通运输、养殖业、采

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

6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7 北京市地质勘察技术院 甲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8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交通运输；地下水

-交通运输。

9 北京安睿捷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建筑、

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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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北京清大绿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建筑、交通运

输、其他服务业。

11 北京奥特美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扩大业

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建筑、其他服务业

。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交通运输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交通运输、建筑、其他

服务业。

12 北京清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扩大业

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其他服务

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采矿、

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

产和供应、建筑。

13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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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甲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

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

15
北京市首都规划设计工程咨询开发有限

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

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

16 北京地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

17 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交通运输、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生产

和供应、纺织皮革、交通运输、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8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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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

20 河北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

建材木材、建筑。

21
河北省水资源研究与水利技术试验推广

中心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石

化化工、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

22 河北思禹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冶金、

建材木材；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

化工、冶金、建材木材、交通运输。

23 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甲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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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

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25 河北省廊坊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26 保定市利源水务技术开发服务中心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

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27 山西省第三地质工程勘察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8 山西省煤炭地质水文勘查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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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山西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石化化

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

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30 山西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31 太原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32 山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33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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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内蒙古地矿地质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交通运输；

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

35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36 内蒙古润友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37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38 呼伦贝尔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

业。

39 内蒙古河套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水生产和

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40 巴彦淖尔市水利科学研究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地下水-养殖业、采

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

41 丹东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42 营口市水利勘测建筑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43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岩土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建筑、其他服务业

。

44 辽宁省大连水文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45 辽宁省水文局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46 辽宁省盘锦水文局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47 辽宁省朝阳水文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生产和供应、

交通运输。

48 辽宁省沈阳水文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49 白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建材

木材、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50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地下水-水利水电、建筑。

51 松辽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 甲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52 延边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纺织皮革、

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

53 绥化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54 哈尔滨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55 佳木斯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

业。

56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

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57 大庆市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石化化工、食品药品；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石化

化工、食品药品。

58 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59
江苏省太湖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60 江苏万达地质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电力热力、

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石化化工。

61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南通分局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水

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水生产和

供应、交通运输。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62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苏州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63 淮安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水生产和

供应、造纸、交通运输；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水生产和供应、

造纸、交通运输。

6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其他服务业。

65
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太湖流

域水环境监测中心）
甲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其他服务业。

66 江苏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67 金华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68 浙江惠川水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其他服务业；地下

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

、其他服务业。

69 浙江九州治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70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71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72 余姚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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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74 浙江省水利水电技术咨询中心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

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

75 台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76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77 安徽省阜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78 安徽九凡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79 安徽省六安水文水资源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

80 安徽中淼工程项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交通运

输；地下水-水利水电、交通运输。

81 安徽润地勘测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其他服务业

。

82 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

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

服务业。

83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石化化工、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水生产和供

应、建筑、交通运输。

84 安徽华邦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85 黄山市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86 福建省建江水利水电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食品药

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食品药品、建

筑、其他服务业。

87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88 漳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89 福建安澜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采矿；

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

90
福建省永川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91 三明市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水利水电。

92
江西省修江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

93 吉安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94 上饶水利科学研究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纺织

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

95 江西省吉安市水文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纺织

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96
滨州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97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建筑。

98 潍坊市水利建筑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99
青岛地质工程勘察院（青岛地质勘查开

发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水生产和

供应、其他服务业。

100 聊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01 山东黄河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02 济南山水沃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103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分立改制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104
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105 商丘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筑；地下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106 商丘市永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造

纸、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

务业、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冶金、机械

制造、交通运输。

107 河南晟松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0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甲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

输、其他服务业。

109 河南省郑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纺织

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10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

、其他服务业。

111 河南省平顶山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12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

产调查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13 驻马店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114 开封市汴龙勘察设计中心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其他服务业。

115 河南恒润水利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采矿、水生产和供应、

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

务业、采矿、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

116 河南黄河水文勘测设计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17 河南江源水利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建筑、其他

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造纸、石化化

工、冶金、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

118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19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120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

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

服务业。

121 荆门市水利勘察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石化化

工、其他服务业；地下水-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其他服务

业。

122 武汉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建筑、其他服务业。

123 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应急监测中心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石

化化工、其他服务业。

124 武汉林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建筑、其他服务业。

125 鄂州市水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建筑。

126 湖北楚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27 孝感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28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129 岳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30 湖南省湘潭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31 湖南省益阳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32 湖南省长沙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其他服务业。

133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咨询中心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

134 东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35
惠州市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有限

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36 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

137 广东中灏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38 广东建科水利水电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139 广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水生产和供应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其他服务业。

140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4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电

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42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

务业。

143 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44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45 广州珠江水资源保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其他

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46 广东省水文局 甲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

业。

147 广东省水文局惠州水文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48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水利电力勘测设计

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49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

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冶金、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冶金、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50 广西珠委南宁勘测设计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151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水利电力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152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分立改制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153 三亚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54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

155 海南宏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156 重庆江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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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重庆中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158 重庆市二零八勘察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建筑、其他

服务业。

159 精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160 重庆市二零八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分立改制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161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62 四川南充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63 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采矿、

水生产和供应。

164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65 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

166 德阳市新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

167 四川二八二核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建筑、其他服务业。

168 四川康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169 成都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70 达州市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71 乐山市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

输、其他服务业。

172
四川省内江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研究

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173 四川弘诚天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174 四川川邑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采矿。

175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建筑。

176
四川省内江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研究

院
分立改制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177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

水利水电、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78 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水生

产和供应、冶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

热力、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水生产和供应、冶

金。

179 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180 贵州省地矿局第二工程勘察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

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181 贵州新中水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建筑、交

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182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分立改制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183 铜仁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分立改制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184
云南保山市万润水利电力勘测设计有限

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185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

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其他服务

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86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187 昆明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188 临沧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189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

190
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其他服务业。

191 云南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

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92 云南省红河州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193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194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普洱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195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其他服务

业。

196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保山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197 玉溪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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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德宏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199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曲靖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200 普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201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丽江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202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

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

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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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云南浦贝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

204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昆明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205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临沧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206
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

207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楚雄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08 榆林市绿巨人水利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209 西北水利水电建筑勘察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10 榆林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211 陕西黄河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

其他服务业。

212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勘

查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13 甘肃煤田地质局一四六队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

应。

214 庆阳市水利勘测规划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15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

矿、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

216 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217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

产勘查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218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张掖矿产勘

查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养殖业、采矿。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19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矿

产勘查院（甘肃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220 临夏回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21 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22 陇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23 甘肃乾源资源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

应。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24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

产勘查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225 酒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26 酒泉市兴禹水电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

应。

227 武威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228 天水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229 青海河海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230 青海中水数易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231 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规划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32 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

233 西宁市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234
海东市东兴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235
乌鲁木齐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

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236 新疆阿勒泰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237 新疆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

238 新疆地质工程勘察院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冶金；地下

水-采矿、石化化工、冶金、建筑、其他服务业。

239
阿克苏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40 喀什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241 喀什叶尔羌河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扩大业

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

、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

应、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不同意的等级：乙

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

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

用；地下水-采矿、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原因：业绩

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 北京圣海林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建材木材、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建材木材、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建筑、交通运

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3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电

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水利水

电、石化化工；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电力热力、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纺织皮革、造

纸；地下水-纺织皮革、造纸；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

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 北京海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

、交通运输；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交

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5 中水环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建筑、

交通运输。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原

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6 北京博源环清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石化化工、机械制造；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石化化工、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

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7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扩大业务范

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电力热力、交通

运输；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8 天津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采矿、造纸；

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9 蓝澄星月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其他服务业；

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0 河北天和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1 河北省承德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

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2 河北省石家庄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电力热力、造

纸、石化化工；地下水-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

13 河北省地矿局第四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养殖业、交通运输。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机械制造、其

他服务业；地下水-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

报业务范围。

14 保定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建

材木材、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纺织皮

革、造纸、冶金、食品药品、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5 河北省保定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造纸、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造纸、建筑、其他

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6 河北省邯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电力

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建筑、交通运

输；地下水-养殖业、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建筑、交通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

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7 河北三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电力热力

、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

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8 河北省邢台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石化化工、食

品药品；地下水-石化化工、食品药品；原因：业绩数量不

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9 河北省秦皇岛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机械制造；地下水-采矿、石化化工、冶金；原因：业

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0
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

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采矿

、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建筑、交通运输

。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电力热力、食

品药品；地下水-电力热力、食品药品；原因：业绩数量不

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1 山西省地质调查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地下水-采

矿、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

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

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

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2 山西欣鹏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冶金、机

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冶金、机械制造、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

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核技术应用、交通运输、其他

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

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核技术应用、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

所报业务范围。

23 临汾市水资源研究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采矿、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绩数量

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4 内蒙古翊翔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地

下水-采矿、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金、食品药品、建筑、交通

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金、

食品药品、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

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5
呼和浩特市科兆丰水业勘测设计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建筑、其他服务业

。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因：业绩数量不

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6
内蒙古天睿水土保持生态技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石化化工、建筑、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石化化工、建

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7
内蒙古通洋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地下水-采矿；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

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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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巴彦淖尔市河套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冶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冶金；原因：业绩数量不

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9 巴彦淖尔市水文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造纸、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建材木材、

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0
阜新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市水利科

技推广中心）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1 本溪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地下水-采矿、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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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辽宁省抚顺水文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地下水-采矿、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3 辽宁省锦州水文局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石化化

工、冶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地下水-采矿、水生产和

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

务范围。

34 吉林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

务范围。

35 吉林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36 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白山分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生产和供应。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生

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原因：业绩数量不

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7 黑龙江大学 乙级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地下水-采矿、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食品药品、

交通运输。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绩不

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8 齐齐哈尔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

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9 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40 扬州大学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

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1 盐城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2 南京瑞迪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交通运

输。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

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3 苏州市网慧水利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纺织皮

革、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电力热力、纺

织皮革、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44 连云港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交通运输。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纺织皮革、造

纸、冶金、食品药品、机械制造、采矿、石化化工、建材

木材、核技术应用、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

术应用、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45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镇江分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

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6 河海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原因：业

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7 南通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纺织

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48 扬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交通运输、电

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建筑；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49 江苏拓嘉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建

筑、交通运输；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建筑、交通

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50 衢州元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

供应、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交通运输；地下

水-养殖业、采矿、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

交通运输；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51
湖州南太湖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建筑；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石

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造纸；地下水-

造纸；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52 浙江中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石化化工、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机

械制造、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交通运输；原

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53 安徽中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其他服务业；地下

水-水生产和供应、食品药品、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水

生产和供应、食品药品、建筑；地下水-采矿、建筑；原

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54 福建省兴科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食品药品；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食品

药品、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

范围。

55 景德镇市水利规划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冶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电力

热力；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56 赣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纺织皮

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

业、采矿、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

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57 江西省赣西土木工程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纺织

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

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58
上饶市科信水利水电勘察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生产和供应、冶金、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养殖

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59 南昌市水利规划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交通运

输。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电力热力、建

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60 青岛金州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电力热力、建

材木材、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

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61 聊城市水文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石化化工、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石化化工、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62 河南瀚源水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

。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纺织皮革、造

纸、冶金、食品药品；地下水-采矿、纺织皮革、造纸、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绩

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63 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

输、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

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食品药品；原因：业绩数

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64 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其

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电力热力、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电力热力、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绩数量

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65 中水京林建设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冶金；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冶金。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石化

化工、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建材木材、机械制

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66 南阳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机械制造、建筑、其他

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67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68 河南豫西水利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采矿、电力热力、冶

金；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

务业、电力热力、石化化工、机械制造。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

、石化化工、建材木材、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地下水-采

矿、水生产和供应、冶金、建材木材、交通运输；原因：

业绩数量不足。

69 黄河水文水资源科学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

矿、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70 河南水淯水利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地

下水-采矿、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纺织皮

革、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其他服务业；地下

水-石化化工；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

范围。

71 中科华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地下

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

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72 信阳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建

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73 河南省山水田园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建

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建筑、交通运输、其

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

围。

74 河南省中陆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石化化

工、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石化化工、其他服务

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

75 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电力热力、纺织皮革、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76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

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金、

食品药品、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纺织皮革

、造纸、核技术应用；地下水-养殖业、纺织皮革、造纸、

建材木材、核技术应用、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纺织皮

革、造纸、核技术应用；地下水-养殖业、纺织皮革、造纸

、建材木材、核技术应用、建筑；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

业务范围。

77 武汉艾信科技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电力热力、

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养殖业、水利

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食品药品、建筑、交通

运输；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水生产和供应、石化

化工、交通运输。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纺织皮革、造纸；

地下水-养殖业、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纺织皮革、造

纸；地下水-养殖业、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原因：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78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汉江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食品药

品、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

造。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

制造；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79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规划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水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交

通运输。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

交通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80 武汉大学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

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核技术应用、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81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电力热力、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电力热力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82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

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建筑；地下水-电

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建筑；地下水-

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83 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地下

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84
武汉市水务科学研究院（武汉市水土保

持监测站）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建筑。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

技术应用、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核技术应用、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

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85 湖北省黄冈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石化化工、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

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86 湖北省荆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造纸、石化化工、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

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纺织皮革、冶

金、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电力热力、其他服务

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87 麻城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水利水电、水

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88 湘潭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冶金、建筑；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冶金、建筑；原因：业绩数

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89 广东海纳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

输、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核技术应用；

地下水-核技术应用；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90 潮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造纸、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

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91 广东江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92 清远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93 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食品药品、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建筑；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94 广西大学设计研究院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水利水电；原

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95 广西南宁水利电力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纺织皮

革、冶金、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

利水电、纺织皮革、冶金、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

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造纸、建材木材、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

矿、电力热力、造纸、建材木材、建筑；原因：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96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水利电力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建筑、其

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纺织

皮革、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纺织皮革、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97 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

矿；地下水-养殖业、采矿；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

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98 海南汇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地下水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

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

应用、建筑、交通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99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上游水文水

资源勘测局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地下水-水利

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纺织皮革、造纸

、食品药品、其他服务业；地下水-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其他服务业；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

-纺织皮革、造纸、食品药品、其他服务业；地下水-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00 重庆图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建筑、交通运

输；地下水-建筑、交通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

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01 重庆陆洋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水利水电；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02 重庆江河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食品药品、建

筑、交通运输、养殖业、建材木材；地下水-建筑、交通运

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03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电力热力。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 地

表水-电力热力；原因：业绩不满足规划水资源论证资质要

求、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04 重庆同望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造纸；地下水-

造纸；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05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南江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队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其他服务业

。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建筑；原因：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06 凉山州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建筑、其他服务业

。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

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

围。

107 泸州市水利电力勘测建筑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

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08 四川省内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其他服务业；地下

水-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

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

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09
四川省宜宾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

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

制造；地下水-采矿、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

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10 四川省蜀通岩土工程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电力热力

、水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采矿、冶金；

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111 四川省德阳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地

下水-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交通运

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12 攀枝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建筑、其他

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13 雅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

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14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勘察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交通运输、其

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

和供应、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采矿、交通运

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15 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电

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冶金、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16 贵州聚源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交

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17 贵州蓝茂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冶金、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

和供应、冶金、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

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18 铜仁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

业务范围。

119 贵州中水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材木材、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冶金、

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冶金、建材木材

、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

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20 安顺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

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2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地下水-

采矿、水利水电；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22
云南润晶工程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冶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

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水生产和供应、冶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

围： 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冶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23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西双版纳分局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24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125 陕西水环境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

务范围。

126 陕西中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石化化工、其他服

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水

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

务范围。

127 陕西省泾惠水利水电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纺织

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纺织皮革、造纸、

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因：业

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28 中辉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

采矿、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应用、建筑、交通

运输；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29
甘肃中东建设工程管理咨询（集团）有

限公司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水

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

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30 兰州大学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

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31 庆阳市普庆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

应、石化化工。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石化化工；原

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32 甘肃煤田地质局庆阳资源勘查院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食品药品、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

、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建筑；

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33 甘肃省张掖市甘兰水利水电建筑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

矿；地下水-养殖业、采矿、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34
兰州江明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

电；地下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原

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35 甘肃陇原地质勘察工程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水生产

和供应、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生产和

供应、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金、交通运输；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金、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

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36 兰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水利水电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电力热

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电力热力、纺织

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

范围。

137 甘肃有色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石化化工、建材木材；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138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甲级 延续 规划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规划水资源论证；地表水-

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

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纺织皮

革、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采矿、水生产和供应、纺织

皮革、建筑、交通运输；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39 青海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扩大业

务范围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石化化

工、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

、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

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

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

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冶

金；地下水-养殖业、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

化化工、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采矿、冶金、建材

木材、交通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

业务范围。

140 青海中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核技术应用、建筑；地下水-养殖业、采矿、纺织皮革

、造纸、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技术

应用、建筑；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41
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青

海省盐湖地质调查院）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

石化化工、冶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电力

热力、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42 青海九0六工程勘察设计院 甲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冶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

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

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纺织

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43 黄河和润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石化化工、食品药品、建筑、交通运输、其他

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食品药品、

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纺织皮

革；地下水-养殖业、石化化工。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纺织皮

革；地下水-养殖业、石化化工；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

务范围。

144 新疆华光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下水-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采矿

、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原因：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45 新疆水电院岩土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新申请 部分申请符合条件

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地表水-采矿、水利水电、

石化化工、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采矿、石化化

工、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 北京盛禾川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水利水电、建筑

、交通运输；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

范围。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 北京云泉恒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建

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建筑、其他服务业；

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

3 北京信诺亿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

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

4 国水江河（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

业；原因：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

5 河北省水文工程地质勘查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交通

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不足、业绩数量不足。

6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环境地质调查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生产

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生产和供应、其他

服务业；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业绩不

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7 三河市华勘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采矿、水利水

电、石化化工、冶金、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8
水利部海委漳河上游管理局水文水环境

中心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

、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

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

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

、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

证明不符合要求、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业

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9 太原碧蓝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甲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甲级；业务范围：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

、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

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通

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

求、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10 太原博思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

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

水电、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

、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

量不足。

11 山西淼源水业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石

化化工、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石化化工

、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

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2 内蒙古万通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电力热力、其

他服务业；地下水-电力热力、其他服务业；原因：人员专

业配置不齐全、业绩数量不足。

13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水文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石化化工；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石化化工；原

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4 锦州华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业绩数

量不足。

15 沈阳双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

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

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资历和管理水平不符合要求

、从事水资源论证工作时间不满足条件、人事证明或社保

证明不符合要求、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符合条件的专业

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

范围。

16 辽宁省本溪水文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

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

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17 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四平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18 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长春分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纺织皮革、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纺织皮革、

造纸、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人员专业配

置不齐全、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业绩数量

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19 江苏木润水利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水

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其

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

化工、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人事证

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

20 安徽省宿州水文水资源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电力热

力、水生产和供应；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1 厦门宇扬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扩大业务范围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电力

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建筑、其他服务业、采矿、水利水

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其他

服务业、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建筑、交通运输；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

量不足。

22 江西省赣州市水文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

服务业；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23 江西省上饶水文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纺织皮革、建材木材、食品

药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

员数量不足。

24 绿水青山水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石化化工、建材木材

、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

水电、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建筑、其他服务业；原

因：通过质量管理认证或有专门的项目管理制度不满足条

件、从事水资源论证工作时间不满足条件、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25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地质勘

查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地下水-采矿、水利水电、

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原因：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

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26 许昌方圆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地

下水-水利水电；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

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

27 郑州市思源建设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

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28 河南长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

品、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

其他服务业；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29 湖南省株洲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生产和供应

、造纸、石化化工、建材木材；地下水-水生产和供应、造

纸；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业绩数量

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30 湖南三禹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水

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

应、其他服务业；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

、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31 湖南伟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建筑；地下水-水利水电、建筑；原因：从事水资源

论证工作时间不满足条件。

32 湖南省怀化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

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

水电、纺织皮革、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

、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

要求、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3 衡阳市天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其他服务业；

地下水-其他服务业；原因：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业绩不

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4 广州市海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原

因：人员专业配置不齐全、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35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纺织皮

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

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

符合要求。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36 重庆市纬图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水生产和供应、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交通

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水利水电、水生产和

供应、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

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

37 重庆雄图实业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水

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

应、其他服务业；原因：从事水资源论证工作时间不满足

条件。

38 重庆新锐百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人

员专业配置不齐全。

39 成都结倾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水利

水电；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人员专业

配置不齐全。

40 贵州晟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核

技术应用、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

、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

、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

造、核技术应用、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

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

员数量不足。



序号 申请单位 申请等级 建设项目申请事项 规划申请事项 评审结果 评审结论

41 贵州省遵义市水文水资源局 乙级 延续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

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

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纺织皮革、造纸、石化化工、冶

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其他服务

业；原因：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2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生产和供应、其他服务业；地下水-采矿、水生产和供

应、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

业务范围。

43 西安山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水

生产和供应、建筑；地下水-水利水电、水生产和供应、建

筑；原因：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业绩不支

持所报业务范围。

44 陕西尚绿高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化化工、建材

木材、食品药品、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

养殖业、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石

化化工、建材木材、食品药品、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

务业；原因：承诺书没有法人签字及公章、业绩数量不足

、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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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甘肃易博鸿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水利水电、电

力热力、石化化工、建材木材、建筑、交通运输；地下水-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石化化工、建材木材、建筑、交通

运输；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业绩数量

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务范围。

46 甘肃中水丰远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下水-养殖业、采

矿；原因：人事证明或社保证明不符合要求、业绩数量不

足。

47 甘肃海誉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养殖业、采矿

、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

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下水-养殖业、采矿、水利

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纺织皮革、造纸、石化

化工、冶金、建材木材、食品药品、机械制造、建筑、交

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

所报业务范围。

48 甘肃陇原地质勘察工程公司张掖工程处 乙级 新申请 全部申请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的等级：乙级；业务范围： 地表水-采矿、水利水

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石化化工、冶金、

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其他服务业；地

下水-采矿、水利水电、电力热力、水生产和供应、造纸、

石化化工、冶金、建材木材、机械制造、建筑、交通运输

、其他服务业；原因：业绩数量不足、业绩不支持所报业

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