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宁德 蕉城区
G228线蕉城区碗窑村至礁溪

公路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88 94 92.2

2 宁德 蕉城区
国道G104线蕉城区八都岙村
至金涵苗圃段改扩建工程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91 91 91

3 宁德 蕉城区
国道G237线蕉城区八都岙村
至宁东高速八都互通段公路

工程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92 92 92

4 宁德 古田县
联十线宅里至桃坪亭段公路

工程（A3）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86.5 86.5 86.5

5 宁德 古田县
G235古田洋上至汶洋段公路

工程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85 91 89.2

6 宁德 古田县
古田县翠屏湖生态运动休闲
旅游公路X915极乐村天宫岭
（纵五）至凤埔公路工程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88 90 89.4

7 宁德 古田县
古田县翠屏湖生态运动休闲
旅游公路X921平湖至凤埔公

路工程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88 90 89.4

8 宁德 屏南县
屏南县寿山白玉经岭下至东
峰公路工程（寿山至双溪

段）（A2）
江西赣南公路勘察设计院 86 92 90.2

9 宁德 屏南县
国道237屏南路下至屏西段公

路工程（A8）
宁德市交通工程勘察设计院 93 93 93

10 宁德 福安市 福安西互通连接线公路工程
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74 81 78.9

11 宁德 柘荣县
国省干线（联七线）公路柘
荣城关至柘泰交界段

宁德市交通工程勘察设计院 94 96 95.4

12 宁德 柘荣县
S201（联七线）路亭（霞浦
界）至柘荣城关段公路（鸳
鸯头岔口至东源桥头段）

宁德市交通工程勘察设计院 94 96 95.4

13 宁德 霞浦县
国省干线S201(联七线)公路
霞浦东冲至火车站段二期工

程A3标段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87 92 90.5

附表4-2

普通公路项目设计单位及主要人员列入2019年度考核情况汇总表

序号 设区市
县（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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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评分结
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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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德 蕉城区
G228线蕉城区碗窑村至礁溪

公路
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

资有限公司
93 89 90.2

2 宁德 蕉城区
国道G104线蕉城区八都岙村
至金涵苗圃段改扩建工程

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
资有限公司

93 93 93

3 宁德 蕉城区
国道G237线蕉城区八都岙村
至宁东高速八都互通段公路

工程

宁德市蕉城宏鑫交通工程投
资有限公司

90 93 92.1

4 宁德 古田县
联十线宅里至桃坪亭段公路

工程（A3）
古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92 92 92

5 宁德 古田县
G235古田洋上至汶洋段公路

工程
古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90 90 90

6 宁德 古田县
古田县翠屏湖生态运动休闲
旅游公路X915极乐村天宫岭
（纵五）至凤埔公路工程

福建省古田县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91 89 89.6

7 宁德 古田县
古田县翠屏湖生态运动休闲
旅游公路X921平湖至凤埔公

路工程

古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90 89 89.3

8 宁德 屏南县
屏南县寿山白玉经岭下至东
峰公路工程（寿山至双溪

段）（A2）

屏南县顺达交通开发有限公
司

86 91 89.5

9 宁德 屏南县
国道237屏南路下至屏西段公

路工程（A8）
屏南县顺达交通开发有限公

司
86 91 89.5

10 宁德 福安市 福安西互通连接线公路工程
福安市京安基础设施投资有

限公司
78 85 82.9

11 宁德 柘荣县
国省干线（联七线）公路柘
荣城关至柘泰交界段

柘荣县荣通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

85 91 89.2

12 宁德 柘荣县
S201（联七线）路亭（霞浦
界）至柘荣城关段公路（鸳
鸯头岔口至东源桥头段）

柘荣县荣通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

85 91 89.2

13 宁德 霞浦县
国省干线S201(联七线)公路
霞浦东冲至火车站段二期工

程A3标段

霞浦县新陆交通投资有限公
司

93 93 93

下半年造价管
理部门评分结
果（70%）

附表4-1

普通公路项目法人单位及主要人员列入2019年终考核情况汇总表

序号 设区市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上半年造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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