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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念：创造、分享、价值观、增值效应、合伙人

企业愿景：成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企业使命：积极推进互联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

                    促进传统领域的转型升级，资源整合

                    盘活传统存量，模糊产业间边界界定

                    打造具有平台价值和 IP 价值的新基础设施建设

中北足迹：



ABOUT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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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了解详情企业介绍

中北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北交通）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10.2亿，是一家以公路工程、

市政工程施工为主导，集房建、桥梁、钢结构、机场、港口、水利、隧道、风景园林、智能交通及建筑

系统设计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综合性产业集团公司。 

集团拥有公路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等总承包壹级资质与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

基工程、钢结构工程等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等一系列的体系认证。中北交通建设集团已在江苏、四川、广东、海南、青海、贵州、江西、新疆等

全国各省、市设立50余家分子公司，现有员工1000余人，包含一级建造师在内的各类国家注册类专业

技术人员百余人，拥有一批高素质人才队伍、管理队伍。

依托强大的平台优势、产业链实力，中北交通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旅游文化产业

投资开发、新能源等领域逐步树立了行业领先品牌形象，并已发展成为全方位全产业链发展的综合性运

营商。

创新带动发展。中北三大平台“基础平台+营销平台+项目管理平台”协同发力，建立了以中北合伙人

为中心的共创共赢合作体系，整合一流资源，实现共赢增值。

理念促进发展。中北交通秉承“创造、分享、价值观、增值效应、合伙人”的核心理念，依托多专业、

全流程的技术实力和综合优势，实现步步突破。

创新管理新模式，重构产业新生态，打造“新”基础设施建设，中北交通建设集团用实力铸造未来。



扫描二维码 更多资质，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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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QUALIFICATION

公司资质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石油化工工程

冶金工程

矿山工程

电力工程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单位 乙级

地质灾害

承装电力设施

承装电力设施

承修电力设施

肆级

肆级

壹级

壹级

壹级

贰级

贰级

贰级

贰级

贰级

叁级

对外承包资质

工程监理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

甲级

甲级

公路路面工程

公路路基工程

钢结构工程

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机电工程）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安全设施）

环保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壹级

壹级

壹级

贰级

贰级

贰级

贰级

叁级

叁级



QUALIFICATION

公司资质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管理体系认证

07中北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06 中北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输管道：GA1乙级

公用管道：GB1（含PE专项）、GB2（2）级 

工业管道：GC2级 

特种设备



PROJECT

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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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

桥梁工程

市政工程

供热管道工程

建筑工程

地质灾害

电力工程

扫描二维码 更多精选案例

公
路
工
程

西藏阿里地区军区公路大修及专项整治项目-波林边防连至葱沙方向军用公路专项整治

建设项目

揭惠高速公路麒麟互通连接线建设工程（麒麟互通接S237落地工程）

普宁市赤岗镇兴华路（原乡道524线）陈厝寨路段改造工程

2019年泰顺县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路侧护栏专项）02标段

日喀则市农村公路安保工程施工五标段

2019年米东区农村公路小修养护项目

青街畲乡竹海示范带睦源至王神洞道路提升工程

礼泉县文家河中桥桥涵配套工程

第六采气厂2019年产建地面工程苏里格南区、高桥区块主干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第一标

段：苏南13集气站进站道路升级改造工程

致密油2019年产能建设项目岭十二转、区域平台道路建设及维护工程第二标段

国道216线孔塘拉隧道新改建工程第B标段

礼泉县南环路（G312礼泉县城过境公路）工程

G246盘县普古垭口至淤泥公路改扩建工程

S315紫云构皮寨至克座公路改扩建工程二标段

城东物流专用公路跨G50大桥及其接线工程

世行贷款贵阳农村公路项目第三批土建工程项目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汉阴县双乳镇至涧池镇公路、平梁镇沐浴河观光农业示范区公路改建工程和漩涡镇

双河村至老君关旅游公路工程施工一标段

普宁市乡道Y373船埔至下新屋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

普宁市县道新大线（X096)里湖至梅林桥段改建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县道X886清溪罗马段升级改造工程

普宁市国省道干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广连高速公路总承包项目（K38+720-K41+320）二经理部桥梁工程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2018年农村公路改建工程第三标段

金鼎厂区门前柏油路EPC工程

浠水县巴河镇巴驿至巴河公路改建提档升级第二段

S262线怀集段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西藏山南隆子县11808工程

第五采气厂2018年产建地面工程苏东8站-11站主干道路维修工程（第一标段）

普宁市国、省道及普宁大道沿线平安村道口和学校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赤峰城南立交桥至元宝山开发试验区（红元大道）公路工程

国道庄西线盘锦市绕城公路大洼区姚家至刘家段建设工程（K0+000.00-K19+390.00）

省道316线中和西至巴拉贡段公路工程第二标段

大南海工业园神（泉）隆（江）公路新建工程第一合同段（K9+333.90-K15+460）

中建铁路惠州市惠新大道及梅湖大道建设工程03标沥青水稳工程

S314岐山县枣林至凤翔虢王公路改建C标段

马鞍岛环岛路（第一标段）沥青砼路面工程

G325线阳东区合山至江城区白沙段灾毁路面修复工程

武当山景区公路（琼台路、老乌路及316国道武当山工业园段）中修项目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汽车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航天东街（原通顺街）

航天西街（原顺泰街）道路工程

王窑王1计-王九注环形干道升级改造工程

剑科水电站剑科沟料场公路施工及运行维护项目

哈尔滨香坊规划路道路工程

浦城县石陂镇双保大桥改建工程

国道G206线兴宁松陂至丰顺北斗石桥头段改建工程项目（兴宁段）

武威市金色大道至白塔寺景区旅游公路工程

国道108勉县段新街子六一村至武侯镇水磨湾一级公路改扩建SG-3标段

闽清G316线（K70-K80）路段安全隐患整治二期工程

青龙至视高快速通道新建工程（兴盛至视高段）

武威市高坝至祁连旧路改造项目（凉州区段）

344国道保安至洛蓝界道路改建工程LBIA标段

国道111线兴隆庄至北嘎什土（奈曼旗过境线）段公路工程

徽县工业集中区西滨河路中段道路改建工程

怀集县2016年农村公路桥梁建设项目

G213线五指山隧道处治工程

第七采油厂2016年产能建设项目沥青道路工程第三标段

G108勉县至宁强公路建设项目勉县段路基工程一标段

2016年大涌镇旗南、岚田、全禄、石井片区村级道路工程

民众镇2015-2016年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畅通工程（新平村二期）

宁陕县筒车湾至大河坝库周交通复建工程施工V标段

淳化县六盘山片区扶贫攻坚示范试点2015年重要县乡公路建设项目B标段

PROJECT

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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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地区军区公路大修及专项整治项目-波林边防连至葱沙方向军用公路专项整治

建设项目

揭惠高速公路麒麟互通连接线建设工程（麒麟互通接S237落地工程）

普宁市赤岗镇兴华路（原乡道524线）陈厝寨路段改造工程

2019年泰顺县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路侧护栏专项）02标段

日喀则市农村公路安保工程施工五标段

2019年米东区农村公路小修养护项目

青街畲乡竹海示范带睦源至王神洞道路提升工程

礼泉县文家河中桥桥涵配套工程

第六采气厂2019年产建地面工程苏里格南区、高桥区块主干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第一标

段：苏南13集气站进站道路升级改造工程

致密油2019年产能建设项目岭十二转、区域平台道路建设及维护工程第二标段

国道216线孔塘拉隧道新改建工程第B标段

礼泉县南环路（G312礼泉县城过境公路）工程

G246盘县普古垭口至淤泥公路改扩建工程

S315紫云构皮寨至克座公路改扩建工程二标段

城东物流专用公路跨G50大桥及其接线工程

世行贷款贵阳农村公路项目第三批土建工程项目

汉阴县双乳镇至涧池镇公路、平梁镇沐浴河观光农业示范区公路改建工程和漩涡镇

双河村至老君关旅游公路工程施工一标段

普宁市乡道Y373船埔至下新屋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

普宁市县道新大线（X096)里湖至梅林桥段改建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县道X886清溪罗马段升级改造工程

普宁市国省道干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广连高速公路总承包项目（K38+720-K41+320）二经理部桥梁工程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2018年农村公路改建工程第三标段

金鼎厂区门前柏油路EPC工程

浠水县巴河镇巴驿至巴河公路改建提档升级第二段

S262线怀集段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西藏山南隆子县11808工程

第五采气厂2018年产建地面工程苏东8站-11站主干道路维修工程（第一标段）

普宁市国、省道及普宁大道沿线平安村道口和学校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赤峰城南立交桥至元宝山开发试验区（红元大道）公路工程

国道庄西线盘锦市绕城公路大洼区姚家至刘家段建设工程（K0+000.00-K19+390.00）

省道316线中和西至巴拉贡段公路工程第二标段

大南海工业园神（泉）隆（江）公路新建工程第一合同段（K9+333.90-K15+460）

中建铁路惠州市惠新大道及梅湖大道建设工程03标沥青水稳工程

S314岐山县枣林至凤翔虢王公路改建C标段

马鞍岛环岛路（第一标段）沥青砼路面工程

G325线阳东区合山至江城区白沙段灾毁路面修复工程

武当山景区公路（琼台路、老乌路及316国道武当山工业园段）中修项目

朝阳凌源经济开发区汽车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航天东街（原通顺街）

航天西街（原顺泰街）道路工程

王窑王1计-王九注环形干道升级改造工程

剑科水电站剑科沟料场公路施工及运行维护项目

哈尔滨香坊规划路道路工程

浦城县石陂镇双保大桥改建工程

国道G206线兴宁松陂至丰顺北斗石桥头段改建工程项目（兴宁段）

武威市金色大道至白塔寺景区旅游公路工程

国道108勉县段新街子六一村至武侯镇水磨湾一级公路改扩建SG-3标段

闽清G316线（K70-K80）路段安全隐患整治二期工程

青龙至视高快速通道新建工程（兴盛至视高段）

武威市高坝至祁连旧路改造项目（凉州区段）

344国道保安至洛蓝界道路改建工程LBIA标段

国道111线兴隆庄至北嘎什土（奈曼旗过境线）段公路工程

徽县工业集中区西滨河路中段道路改建工程

怀集县2016年农村公路桥梁建设项目

G213线五指山隧道处治工程

第七采油厂2016年产能建设项目沥青道路工程第三标段

G108勉县至宁强公路建设项目勉县段路基工程一标段

2016年大涌镇旗南、岚田、全禄、石井片区村级道路工程

民众镇2015-2016年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畅通工程（新平村二期）

宁陕县筒车湾至大河坝库周交通复建工程施工V标段

淳化县六盘山片区扶贫攻坚示范试点2015年重要县乡公路建设项目B标段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5

2015

2015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公
路
工
程

公
路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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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政
工
程

建
筑
工
程

市
政
工
程

PROJECT

公司项目

潍坊市北宫东街（新华路西-虞河路东）及文化路（福寿街-通亭街）道路工程

临沧工业园区滨河路北延长线建设工程

抚顺供水项目-小区配水管网改造（东洲、和泰、河南）

抚顺供水项目-小区配水管网改造（河北、丰泽）

未央区国企三供一业供水分离移交维修改造项目

世园园区锦堤三路等五条路市政配套及附属工程

2019年鲁克沁采油厂老油田改造及安全环保隐患治理项目

丘陵联合站生化泥接收处理和含油污泥资源化达标处理装置完善项目

通辽经济开发区城北片区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老哈河大街（创业大道-建国北路）

黄渠头南路等10条道路热力管道工程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西宝高速南辅道（车城四路-后围寨立交）市政工程

云岩区大营路等9条道路整治工程

云岩区黄金路等20条道路路面整治工程

山东（潍坊）公共实训基地中轴室外环境工程

山东（潍坊）公共实训基地G区室外环境工程

高陵区通远创想小镇启动区及配套建设PPP项目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崇皇天玺项目动迁拆除清运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新疆塔城边境城镇发展项目塔城市生产南街

陕西府谷清水川煤电一体化项目电厂三期（2×1000MW）扩建工程场地平整工程

南安市海峡科技生态城A片区（A1E-1地块土地平整工程）

福建青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无缝钢管项目

2019年全区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建设项目施工（第一标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68216部队4454工程

阜阳市颍泉区周鹏第二幼儿园及伍明第二幼儿园（EPC）建设项目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通海二十一路（K0+000-K0+483.309)道路及配套工程

清河湾棚户区改造安置一期、二期楼内外公共部分及小区市政部分维修工程

通辽市主城区新工二路建设工程

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项目

新疆塔城边境城镇发展项目塔城市巷道改善标段

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

咸阳市甘河流域（乾县-礼泉县段）生物深度治污工程（一期）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二期纬三路以北场地山皮石回填第一、二、三标段项目

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工业大道与居易大道转盘改造工程）

2018

2018

2017

2017

2017

2016

2016

201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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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工
程

供
热
管
道
工
程

地
质
灾
害

桥
梁
工
程

PROJECT

公司项目

PROJECT

公司项目

鼎辉时代广场项目建设工程

吉利汽车配套厂房四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吉利汽车配套厂房三期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达拉特旗维多利财富广场8#、17#楼及地下车库

杨凌富海工业园东片区C5、C6、C7厂房工程施工一标段

城川民族干部学院文体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贵州省林业学校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哈尔滨清河湾棚户区改造安置一期、二期楼内外公共部分及小区市政部分维修工程

吉利汽车配套厂房一期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观山湖区西南区域大数据产业孵化服务中心工程

福建鼎信科技工业废渣综合利用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新疆塔城边境城镇发展项目塔城市巷道改善标段

杨凌示范区自来水供水管网及供水设施建设工程滤池、清水池土建及机电设备安装项目

经汇广场建设项目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8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5

西宁市主城区高速环线西城大街连接线

呼和浩特市三环路工程（A区域）施工四标段工程

西安绕城高速公路田王立交工程

西延路西影路立交桥梁工程

临沧工业园区青华桥建设工程

2018

2018

2017

2017

2017

沧州渤海新区港城区供热管网二期（2019）年度工程一标段

大唐保定供热有限责任公司72MW热水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EPC总承包

2019年曹妃甸区农村气代煤改造工程

唐山市丰润区2019年下半年农村气代煤改造项目七标段

铜川市清洁能源供暖项目乡村（含城中村）煤改气用户安全工程

铜川市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燃气设施维修改造项目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西安港务区（新筑）330kv变电站110kv送出工程

宁德市环境检测执法核应应急业务用房项目10kv变配电工程

顺义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EPC

B4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年第十一采油厂桐川作业区防洪防汛及汛前加固工程

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土门农队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

定州市小渡河村沿高铁两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泗洪县梅花山废弃砂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2019

2019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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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北文化，发展中北人理念

时刻肩负企业家精神与使命

融合最优资源，营造公正、开放合伙人环境

融通中北产业矩阵，一体发展

共同打造开放、共享的平台型企业

尊重——平等至上、和谐共融、持续赋能

事业——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就是亲自去创造未来

价值——个人价值、平台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三重体现

创造——融合创新，发挥“1+1>2”的效应

共享——智造中北共享生态系统

中北合伙人 

创造共生共荣价值集群

加入“中北合伙人”，让分享创造价值！

产品创新 资源共享 利益共享 价值链整合

股权激励 传承使命

合伙人融合创新，开启中北新纪元  

扫描二维码 了解中北合伙人

融合创新，共享IP

中北合伙人，共创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