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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治欠办函〔2023〕7 号

自治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 2022 年全区工程建设领域“无欠薪”工程

项目推荐评价活动工作情况通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积极培育先

进典型，发挥项目示范带动作用，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各项政策制度落实落地，开创我区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工作新局面。根据自治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要点的通知》

和《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无欠薪”工程项目推荐评价活动的

通知》要求，按照推荐评价程序，经企业自主申报、各县（区）

推荐、地级市初审、自治区复审，征求自治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

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后，决定对银川市兴庆区中房东方

赋小区二期项目等 113 个项目进行通报表扬，并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依据

有关规定给予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一次性信用加分等政策

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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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高度重视根治欠薪工作，积极发挥成员单位的组织协

调作用,围绕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加强工资支付诚信体系

建设，积极营造守信正向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社会环境，为维

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作出更大贡献。

被推荐评价为“无欠薪”的工程项目，建设和施工单位要珍

惜荣誉，加强项目管理。如评价前后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符

合推荐评价标准的，将按照退出机制，取消享受相关激励措施，

并给予相应的惩戒。

附件：全区工程建设领域“无欠薪”项目名单

自治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3 年 3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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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工程建设领域“无欠薪”项目名单

序号
所在

地区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1 兴庆区 房屋建筑

中房东方赋小区二期项目 20-21#

商住楼、24-25#住宅楼、2#地库

II 段

宁夏中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德源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 兴庆区 房屋建筑 紫樾台家园 2#住宅楼、5#住宅楼 宁夏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银川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 兴庆区 交通运输
银川市新华路（凤凰街-民族街）

慢行绿道工程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承

包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万嘉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 兴庆区 房屋建筑
紫樾台家园东区 1#住宅楼、2#住

宅楼、1#地下车库
宁夏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5 兴庆区 房屋建筑
紫樾台家园东区 5#、6#、8#、9#

住宅楼及 4#地下车库
宁夏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视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兴庆区 房屋建筑 锦都园东区 宁夏荣天置业有限公司 吴忠市中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 兴庆区 房屋建筑 2020 年温室大棚 44 栋工程项目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 宁夏百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 金凤区 房屋建筑
银川一中西夏校区一期工程项目

1#图书楼、6#风雨连廊（一标段）
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局 宁夏恒鸿建设有限公司

9 金凤区 交通运输
新建包头至银川铁路银川至惠农

段工程 BYZQ-3 标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银川工程建设指挥部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10 金凤区 水利
银川市典农河水生态修复项目六

标段
银川市水利建设服务中心 宁夏朔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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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凤区 房屋建筑

花语轩 13#、14#、21#-24#住宿楼、

28#-30#商业楼、31#门房、1#地库

—III 段工程

宁夏中翰置业有限公司 宁夏鑫和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 金凤区 市政
正源街商贸服务业聚焦区新昌路

特色街区改造工程
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 宁夏浩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 金凤区 市政
银川市后海路（民悦街—尹家渠

街）道路及给排水工程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承

包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晋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 西夏区 房屋建筑
北方民族大学校园扩建工程 3号

综合教学楼西楼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宏天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 西夏区 房屋建筑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宿舍 1#宿

舍楼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宁夏亘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6 西夏区 房屋建筑
宁夏大学新农科人才培养与创新

研究院 E-F 段
宁夏大学 宁夏鸿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7 西夏区 水利 西夏区南部片区排水防涝
银川市建瓴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宁夏翔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 西夏区 水利
银川市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

第五拦洪库提标改造工程施工
银川市水利建设服务中心 宁夏国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 西夏区 房屋建筑
杞里香枸杞健康产业园项目-生产

车间
宁夏杞里香枸杞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佳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 西夏区 房屋建筑 西夏区金波小区 36 号住宅楼项目
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宁夏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21 西夏区 房屋建筑
宁夏大学新农科人才培养与创新

研究院 A-B 段
宁夏大学 宁夏金宸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 西夏区 房屋建筑 中房·西悦府 宁夏中悦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23 贺兰县 房屋建筑 贺兰县立岗镇人民法庭项目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坤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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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贺兰县 交通运输 贺兰县 2022 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贺兰县公路管理段 宁夏诚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 永宁县 房屋建筑 南岸阳光 A区三标段 宁夏瑞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恒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6 永宁县 房屋建筑
永宁县第二中学（永宁县回民高级

中学）教学实验楼新建项目
永宁县教育体育局 宁夏永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 永宁县 房屋建筑
宁夏和瑞包装有限公司智能环保

包装项目
宁夏和瑞包装有限公司 宁夏鎏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8 灵武市 房屋建筑 灵武市中兴敬老院改造提升项目 灵武市民政局 宁夏锦霖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9 灵武市 房屋建筑 灵武市景园建设项目 1#-5#楼
宁夏盛景乐居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晟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 灵武市 房屋建筑 灵武市第十一小学建设项目 灵武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银川正阳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31
苏银产

业园
房屋建筑

银川连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水质

（检）监测设备
银川连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坤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
大武口

区
房屋建筑

石嘴山市第十三小学改扩建工程

项目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 宁夏亘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3
大武口

区
市政

文明路（朝阳街-游艺街）排水等

市政管线综合改造工程
石嘴山市皓泰热力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星凯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

34
大武口

区
房屋建筑

盛景花园Ⅳ标段（21#、27#、28#、

29#、7#及地下车库） 工程

石嘴山市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石嘴山市宏大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35
大武口

区
房屋建筑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项目施工二标段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澜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6
大武口

区
房屋建筑

大武口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项

目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残疾人联合

会
宁夏金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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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武口

区
房屋建筑

大武口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第三批）二标段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宁夏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
大武口

区
市政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城市南片区雨

污管网提质增效项目（世纪大道）

一标段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39 惠农区 房屋建筑
石嘴山市第一中学新建综合楼项

目
石嘴山市第一中学 宁夏商建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0 惠农区 房屋建筑
石嘴山市第二小学迁建项目施工

（一标段）
石嘴山市惠农区教育体育局 宁夏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1 惠农区 房屋建筑 惠农区残疾人托养中心建设项目 石嘴山市惠农区残疾人联合会 宁夏华通建筑有限公司

42 惠农区 房屋建筑

惠农区绿色产品加工科技创业园

标准化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 4#、

5#厂房改扩建项目

宁夏绿之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宁夏北极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 惠农区 房屋建筑
石嘴山市第二小学迁建项目施工

（三标段）
石嘴山市惠农区教育体育局 宁夏英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4 平罗县 交通运输
国道 109 线惠农至黄渠桥段改扩

建工程(C 组)六标段
石嘴山市交通工程管理中心 宁夏东方宝盛建设有限公司

45 平罗县 房屋建筑
平罗县星海山水雅居 2#、4#住宅

楼、地下车库及人防工程
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46 平罗县 房屋建筑

平罗县南苑尚筑小区 2#住宅楼、

3#商住楼、4#商住楼、9#商住楼、

10#商住楼、11#住宅楼、14#商业

楼、15#商业楼、16#商业楼

宁夏平罗县陈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宁夏陈桥建设有限公司

47 平罗县 水利
平罗县 2021 年通伏乡新潮村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三标段
平罗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宁夏田野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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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平罗县 交通运输
2022 年平罗县灵沙乡综合运输服

务站建设项目
平罗县交通运输局 宁夏恒远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9 平罗县 房屋建筑
平罗县黄渠桥镇高标准重点小城

镇建设-红色文化展示区建设项目
平罗县黄渠桥镇人民政府 宁夏鎏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 平罗县 房屋建筑

平罗县唐徕华府住宅小区项目

1-6#住宅、8-9#住宅、12#住宅、

14#综合楼

宁夏金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恒途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51 吴忠市 房屋建筑
林溪赋小区 8#住宅楼、地下车库

（含人防）
宁夏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轩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2 吴忠市 房屋建筑

东景嘉园 1#-8#楼、9#楼商业楼、

10#大门及门房、11#服务用房及地

下车库（含人防工程）

宁夏胜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华晟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3 吴忠市 房屋建筑
吴忠城市云锦小区 11#、16#、17#、

19#住宅楼及其附属工程

宁夏吴忠天豹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振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 吴忠市 房屋建筑
2021 年高考综合改革吴忠市滨河

中学学生餐厅扩建项目
吴忠市教育局 吴忠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5 吴忠市 房屋建筑
谦美华府1#-3#住宅楼、地下车库、

配套服务用房、门房及消控室工程
宁夏城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恒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6 吴忠市 房屋建筑
2021 年高考综合改革吴忠中学新

建综合楼项目
吴忠市教育局 宁夏实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7 吴忠市 房屋建筑

吴忠城市云锦小区 8#、9#、12#、

13#、14#、15#住宅楼、地下车库

及其附属工程

宁夏吴忠天豹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宁夏科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8 吴忠市 房屋建筑
吴忠监狱改扩建项目警察备勤楼、

警察体能训练中心、车库工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监狱 宁夏驰以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9 吴忠市 市政
吴忠市吴灵路（利红街-东旺街）

道路拓宽改造工程（二标段）
吴忠市市政建设管理中心 宁夏凯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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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吴忠市 房屋建筑 利通区第九幼儿园建设项目 吴忠市利通区教育局 宁夏兴启建设有限公司

61
青铜峡

市
房屋建筑

青铜峡市星河传说二期项目 36#、

40#、41#、42#住宅楼工程建设项

目

宁夏北方温和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青铜峡市第二分公司
宁夏巨匠腾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2
青铜峡

市
交通运输

青铜峡市酿酒葡萄基地玉鸽公路

项目
青铜峡市交通运输局 宁夏圣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3
青铜峡

市
房屋建筑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新建 5号教学

楼建设项目
青铜峡市教育局 宁夏和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4
青铜峡

市
房屋建筑

青铜峡市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
青铜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夏盛泰龙建筑有限公司

65
红寺堡

区
房屋建筑

吴忠市红寺堡区公共实训基地项

目施工一标段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宁夏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6
红寺堡

区
房屋建筑

吴忠市红寺堡区 2021 年老旧小区

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二标段

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城乡建设

和交通局
宁夏晟博建工有限公司

67 同心县 房屋建筑
同心县王团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建

设项目
同心县教育局 宁夏上润实业有限公司

68 同心县 房屋建筑 同心县第七中学建设项目五标段 同心县教育局
宁夏国桢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69 同心县 房屋建筑 同心中学分校区四标段建设项目 同心县教育局 宁夏英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0 同心县 房屋建筑 同心县第七中学建设项目六标段 同心县教育局 启融通建设有限公司

71 固原市 房屋建筑 华城壹品商住小区建设项目
宁夏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宁夏伟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2 固原市 市政
固原市区雨污分流雨水管网一期

建设项目一标段
固原市城市管理局 宁夏辰信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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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固原市 房屋建筑

中山名苑住宅小区建设项目 5#、

6#、12#住宅楼、地下车库及人防

工程

宁夏行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朔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4 固原市 房屋建筑

固原·清岳坊建设工程项目（A区

1#-12#住宅楼）、（A区 13#-17#

商业楼及地下车库）、（含人防工

程）

宁夏清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5 固原市 房屋建筑 雁岭名筑建设项目 宁夏佰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军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6 固原市 水利
原州区清水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工程一期一标段（施工）
固原市原州区水务局 固原新宇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7 固原市 交通运输
原州区官厅镇程儿山至河川乡上

坪公路

固原市原州区住房城乡建设和

交通局
宁夏凯迪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78 泾源县 房屋建筑
泾源县第二中学建设项目（一期）

二标段
泾源县教育体育局 泾源县兴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79 泾源县 房屋建筑
泾源县金域华庭 B区（建设巷商业

开发）建设项目
宁夏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华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 隆德县 房屋建筑 隆德县第二小学实验楼建设项目 隆德县教育体育局 宁夏六盘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1 隆德县 房屋建筑
2022 年隆德县老旧小区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施工四标段
隆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夏启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2 彭阳县 交通运输

银川至昆明公路（G85）宁夏境太

阳山开发区至彭阳（宁甘界）段

PPP 项目-LJ12-1 标段

中铁建宁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83 彭阳县 交通运输
彭阳县冯王公路至小岔榆树麻地

渠公路
彭阳县交通运输局 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10 -

84 彭阳县 房屋建筑
彭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综

合楼及医疗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
彭阳县卫生健康局 宁夏英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5 西吉县 房屋建筑
西吉县什字中学学生宿舍楼建设

项目
西吉县教育体育局 宁夏天卓建设有限公司

86 西吉县 水利
固原市西吉县库坝连通工程（夏寨

水库与下游小型水库连通）一标段
西吉县水利管理中心 宁夏汇泽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7 西吉县 房屋建筑
宁夏西吉中学餐厅及多功能厅建

设项目
西吉县教育体育局 宁夏德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8 西吉县 水利

西吉县 2022 年西滩乡黑虎沟村

（中央预算内投资）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一标段

西吉县农村综合开发办公室 宁夏环筑建设有限公司

89 原州区 房屋建筑 固原市第十七幼儿园建设项目 固原市原州区教育体育局 宁夏宁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0 原州区 水利
固原市原州区“互联网+城乡供水”

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
宁夏六盘山水务有限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91 中卫市 房屋建筑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车间、厂房工程项目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神聚钢结构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2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博·城东大院 7#、8#、11#、12#

楼项目
宁夏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振元建筑有限公司

93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博·城东大院项目 1#、2#、5#、

6#、17#楼及地下车库
宁夏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富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卫中学分校新建综合楼项目 中卫市教育局 宁夏亘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5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卫碧桂园 12#-18#住宅楼项目 中卫碧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凤城震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6 中卫市 水利
沙坡头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

设试点县项目施工二标段

沙坡头区水利技术服务和水库

沟道管理中心
宁夏鑫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11 -

97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博山水大院二期 2-6#、9-12#、

17#楼及地下车库项目

中卫市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卫市广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98 中卫市 交通运输
中卫下河沿黄河公路大桥工程项

目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99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卫市第十三小学建设项目六标

段（附属工程）
中卫市沙坡头区教育局 宁夏华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0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卫市第十三小学建设项目二标

段
中卫市沙坡头区教育局 宁夏海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1 中卫市 水利

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建设-中部干旱带沙坡

头香山兴仁片区生态修复及灌区

（一期）供水工程（三标段）

宁夏水投中卫香山供水有限公

司
中卫市玉龙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02 中卫市 房屋建筑
中卫市第一小学改扩建项目（一标

段）
中卫市沙坡头区教育局 宁夏远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3 中宁县 房屋建筑
中宁新都会 11#、12#、16#公寓及

D2#地下人防车库14轴-25轴工程
宁夏红宝农特产品有限公司 宁夏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4 中宁县 房屋建筑 中宁县第八幼儿园建设项目 中宁县教育体育局 宁夏禹泽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5 中宁县 房屋建筑
中宁县第一中学教学楼（选课走

班）5#教学楼施工
中宁县教育体育局 宁夏金鸿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6 中宁县 房屋建筑 中宁县雅泰东城嘉园 34#、38#楼 宁夏雅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众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7 中宁县 水利
中宁县鸣沙镇彭家大疙瘩枸杞供

水工程（一期）三标段
中宁县水务局

宁夏兴宁宏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108 海原县 房屋建筑 海原县第一中学综合楼项目 海原县教育体育局 宁夏丰隆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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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海原县 水利
海原县西河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一期工程二标段
海原县水务局 宁夏新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0 海原县 房屋建筑 海原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 宁夏鸿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1 宁东 房屋建筑 宁东镇公益性菜市场项目
宁夏宁东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宁夏中建万喜建筑有限公司

112 宁东 房屋建筑
宁夏锦兴化工有限公司精细化工

产品项目
宁夏锦兴化工有限公司 源丰建设有限公司

113 宁东 房屋建筑
宁东鸳鸯湖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高盐废水处理系统 EPC 项目
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