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届 “中国钢结构金奖”年度杰出大奖

获奖项目名单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角色 项目经理

1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

主体部分（会展中心等

2项）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池明智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刘扬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付小敏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邹建磊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司波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严擒龙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王双伟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至

玉林公路平南三桥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杜海龙

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陈冠宇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设计 牟廷敏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欧阳平

广西桂通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禤立海

广西荔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设 张荫成



第十五届“中国钢结构金奖”（第一批）获奖项目

名单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角色 项目经理

1
安庆市会展中心PPP项目-

展览中心及配套工程

山东华亿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栾辉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夏伟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同济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安庆中能金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2
北京铁路枢纽丰台站改建

工程（站房）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吴长路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唐虎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站工

程项目管理部
建设

3 北京新机场公务机楼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徐锋锋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希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建设

4 成都广汇雪莲堂美术馆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熊军

5 滁州市奥体中心项目

上海祥谷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董苏洲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曹宗勇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张长海



6
大学城公共场馆（体育馆）

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荣彬彬

中科华宇（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王巍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王松林

青岛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马春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吕克斌

7
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两

馆”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刁春刚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许文涛

8
贵阳龙洞堡机场三期扩建

工程 T3 航站楼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乐俊

湖北永和安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谢华结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9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扩

建项目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李勇军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文俭华

10
杭州亚运会棒（垒）球体

育文化中心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云章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王云章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钱锡栋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毛镇林

绍兴市棒垒球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建设 寿飞峰

1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周胜利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全玉国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二

期地下车库二；4号标准展

馆；2号综合展馆；3号标

准展馆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高琼奇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宏欣

安徽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苏四友

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建设 何霞

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何倩

12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多

功能综合教学实训基地项

目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刘腾达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
设计 闫翔宇

北京日日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李淑华

13
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南部

场馆建设项目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于新华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尚超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王冠

北京方圆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张志刚

北京市昌平区体育局 建设 靳昊

14 嘉兴市文化艺术中心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包 邓星河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 李鹏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吴宏磊

浙江经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黄狄南

嘉兴市秀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刘为龙

15
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建设

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邢继斌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江苏欧美钢结构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制作

四川凯圣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湖北永和安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四川怡天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江阴荣港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制作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吴小宾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王邦富

乐山苏稽新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16
门头沟区体育文化中心建

设工程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曹会做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邱小军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张端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郭旗

北京市门头沟区体育局 建设 庞涛

17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T1航站

楼改扩建工程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黄双挽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管忠奎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设计 蒋锋平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王翔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杨海

18 南宁民族大饭店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总包 邓李军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甘海明

19
清远市奥林匹克中心建设

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李鸿骏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鸿骏

郑州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清远保泓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20
汕头大学东校区暨亚青会

场馆项目（一期）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乐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曾伟能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周广超

中建五洲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制作 赵锦欣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区彤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易勇

汕头市东部城市经济带建设开发管理中

心
建设 沈波

21

绍兴国际会展中心一期 B

区工程 -2 号展厅、会议中

心及河上连桥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郭卫国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郭卫国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丁洁民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陶军

绍兴市柯桥区体育中心投资开发经营有

限公司
建设 赵志海

22
泰山文旅健身中心建设项

目施工三标段-体育场

山东华亿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李国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林士启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熊新光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刘前曦

山东天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马皓

泰安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孔虎

23
天府艺术公园·文博坊片

区场馆建设项目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李国明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国明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廖理安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谢代斌

成都天府艺术公园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陈革

24 襄阳东站综合枢纽工程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苏芳洲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福全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李华伟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袁建飞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杨劲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张卫

北京铁研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李锋

武汉铁道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余自亮

武九铁路客运专线湖北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李爱国

25
新大剧院建设工程 A区钢

结构工程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尹文俊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丁金冬

江苏润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刘永权

26
新建菏泽东站站房及相关

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俊超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麻宏伟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麻宏伟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周德良

山东济铁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乔元昌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建设 刘默

27

新建湖州至杭州西至杭黄

高铁连接线杭州西站站房

及相关工程剩余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杜理强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刘华



HHLJXZF-2 标段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宋国伟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罗汉斌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于晨

天津新亚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刘德国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武金料

杭州市西站枢纽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张敏

湖杭铁路有限公司 建设 夏海宾

28

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项目会展中心、综合文化

活动中心、地下车库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胡毅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总包 马佳宽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马龙雪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张锋

山东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徐培江

烟台业达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张浩

29
延安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中

心项目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任发平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赵沛亮

陕西建工泾渭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叶丽芬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李燕云

西安四方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

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付彦胜

延安大剧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张雄

30 榆林市体育中心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殷保国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艾武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陆海奇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樯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李孝明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 李树平

31 长白山站站房及相关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樊军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吕云龙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张峥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江兵

沈阳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葛珍海

长吉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谷学峰

32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工程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勇

扬州万福环保机械钢构营造有限公司 施工 韩高勇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贾俊明

扬州市创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张小培

扬州三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宋建辉

33
中国牙谷学术交流展览馆

建设项目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郭齐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陈茹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四川牙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34 中央美术学院青岛校区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张文斌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黄树利

青岛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王少晖

青岛信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夏冬

青岛科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丁彦超



35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体育中

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肖佞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余士奇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王友鸿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张陆润

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王斌琪

重庆大学 建设 聂会元

36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二期）

项目二标段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苏浩

湖北永和安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广东华域重工有限公司 制作

广州容柏生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 设计 曹春华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

司
建设 申小虎

37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期项

目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董林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王宇峰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江裕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林宗俞

广州裕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胡德生

38
大运会文化产业发展剧院

项目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段留军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钱德波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成都市创投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39 杭州北景园生态公园一期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鲍丰



（亚运会电竞馆）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鲍丰

杭州潮峰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梅志涛

浙江跨贸小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程钶

40

淮海国际博览中心一期

A-1 区会展及地下车库工

程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斯志军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李欣桥

徐州市华升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苏青海

41

淮州新城国际会展城项目

一期——淮州新城国际会

展中心建设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胡长彬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樊钦鑫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周晓东

成都淮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42
江苏园博园“一期”项目

钢结构工程

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芮晶晶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曹浩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黄凯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吴伟

江苏园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朱世航

43
深圳市公安局第三代指挥

中心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伟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建设 陈海明

44

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路淮

安东站站房、雨棚及相关

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龚书明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张大慰

45 榆林市会展中心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殷保国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孙智军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何飞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樯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李孝明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 李树平

46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

三大建筑（城市副中心剧

院、首都博物馆东馆和城

市副中心图书馆）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吴良良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胡祖顺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吴继华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王益民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制

作

邵宝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华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明国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武文涛

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李福延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郑州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唐志超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陈宏达

首都博物馆 建设

47

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北

村 QLQ-004 地块综合性商

业金融服务业项目（商业

及商务办公）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王焯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王忠杰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孙海林

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王予

时代好未来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建设 于洋



48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科

研设计（自持）1813-L20、

L24 地块（L24-1#科研楼等

14 项）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许军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李辛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袁国平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俊杰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崔愷

北京方正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田鸿星

北京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解学龙

49
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建设

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李庆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王大伟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李善文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刘小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陈刚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胡杨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郭长征

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建设 李新发

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范伟忠

50

07-1#楼等 6 项（通州区

运河核心区 II-07-1 地块

F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

目、通州区运河核心区

II-07-2 地块 F3 其他类

多功能用地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李士军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杨爱勇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北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远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51

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

区 D-07、D-08 地块 F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一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郭鑫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王双伟



标段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周袁凯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于松令

北京开创金润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任波

52
A-1 科研楼（信息通信创新

园二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刘瑞军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陈跃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王宇飞

中航工程监理(北京)有限公司 监理 李水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

53
马场道东侧A地块项目（平

泰大厦）

中建八局钢结构工程公司 施工 韩佩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张连魁

54
沈阳华强金廊城市广场

（一期）-1＃楼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卢文波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周洋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罗赤宇

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 李宁

沈阳华强金廊城市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李贺

55 安邦成都金融广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魏爱平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尹秋冬

成都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陈世强

四川怡天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李世新

四川本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孙东平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郑文兴

成都厚德天府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伍海波



56
西昌市人民医院改扩建项

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杨军

中建钢构四川有限公司 制作 孔繁荣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张远平

四川恒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叶东

西昌市人民医院 建设 徐建国

57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

区二期启动区

FZX-0901-0160 地块项目

（1号办公楼等 2项）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春峰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邓秀岩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华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建设

58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

区二期启动区

FZX-0901-0167 和

FZX-0901-0172 地块项目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季连党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杨硕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建设

59 国家科技传播中心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包 邢剑兵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唐永忠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60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项目二

标段、三标段施工总承包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范柳建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史朝阳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卢晓军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张杰

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建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王敏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史朝阳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建设

61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0711-653 地块 B4 综合性

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项目

（L07-A 栋办公楼等 3项）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立佳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李为阳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曾建萍

中电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监理 牛静涛

中电科（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李建虎

62
华泉万象天地A1地块一期

（T1 塔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龚正军

山东高速莱钢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牛传波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 张仁斌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山东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张太水

济南华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鞠华帅

63 1#建筑等 6项（石景山区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赵伟光



苹果园交通枢纽 M、N地块

B4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

用地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赵伟光

北京京盛泰华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博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姜会敏

中铁建设集团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64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工

业厂房

浙江国星钢构有限公司 施工 诸建忠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智良

65

厦门现代服务业基地（丙

洲片区）统建区Ⅰ-7 地块

二期工程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许克

福建省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傅炳烟

厦门佰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许进福

厦门基业衡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王福造

厦门市特房海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陈周平

66 科研管理中心等 3项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韩作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冉满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东方华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王万龙

中船重工（北京）科研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67
武汉市蔡甸城市综合服务

中心（A地块）

中建科工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施工 朱小兵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黄河浪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中韬华胜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监理 杨治国



武汉市蔡甸城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杨胜立

68
上海大悦城二期北地块商

办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玉磊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张永强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许瑾

上海住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於国宽

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应国峰

69

中国-东盟（柳州）工业品

展示交易中心二、三期-三

期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肖辉

70
CBD 核心区 Z2a 地块阳光

保险金融中心工程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孙彦军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制作

7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顺义院区项目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马冬强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袁国平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新国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孙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建设

72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

区二期启动区

FZX-0901-0166 地块项目

（0166 地块办公楼）、北

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二期启动区

FZX-0901-0170 地块项目

（0170 地块办公楼）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李崇福

北京住总钢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王曦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吴頔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李齐录

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建设

73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

区二期启动区

FZX-0901-0165 和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卫海亮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任明帅



FZX-0901-0169 地块项目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白素檩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李超

北京光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李斌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建设办

公室
建设

74
北京未来城学校建设工程

项目（1#教学楼等 4项）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包 游建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周袁凯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尹燕河

北京市昌平区教育委员会 建设 陈晨

75
泰达实验学校西校区新建

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高玉福

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高佳宝

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范靓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于久凯

76
南京国际健康城科技创新

中心项目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文毅

中建五洲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施工 孙罗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陈元俊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汪友银

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建设 彭贝贝

77 二二工程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曹勤

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

中国版本图书馆 建设



78 创晶科技中心

上海祥谷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董苏洲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军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上海港惠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徐杨斌

79
东安湖图书馆（媒体中心）

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陈萌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陈萌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艺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吴国培

成都华润置地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建设 贺印

80

东港区 D02-02 地块项目

（欧力士中国总部大厦 A、

B区项目）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孟凡林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姚兴仓

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刘云霞

81
北京怀柔医院二期扩建工

程（医疗综合楼等 7项）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汪潇驹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汪潇驹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黄鑫

北京东方华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盛德林

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建设

82
南部商务区三期 A4 地块

（卓安大厦）

浙江省二建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韩军强

浙江泰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宁波宁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83 交投置地国际创新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张友龙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国明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文学军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杨贤成

四川交投天府地产有限公司 建设 陈杰

84
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

（湖北金控大厦）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罗玉磊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罗玉磊

湖北川林装配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张政

湖北华隆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郑美捷

武汉宏伟金泰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 张成军

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装 张国荣

85

潞城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

程 留庄路地下步行通道

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四标

段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史育童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建设

86 丰台医院提质改建项目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李万鹏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余金兵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王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曹永超

北京中外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周书力

北京丰台医院 建设 韩秀娟

北京市丰台区保障性住房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张斯文

87 天津康汇医院项目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王津晶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李宝凯

北京五和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设计

天津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监理

天津康汇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8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五期建设工程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王亦民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封月恒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蒋骥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朱志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建设 谢鑫友

89 江东·国际能源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张飞龙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马棚

海南华金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共享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海南新世纪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监理

海南智慧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90

同济·银城（贺州）产学

研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孵化

大楼综合配套区 C地块信

息技术孵化大楼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总包 黄广权

广西天马钢结构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高巍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设计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黄演成

广西贺州天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91 紫云广场项目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倪信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安徽富煌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设计

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杜宝

合肥海恒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9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书

店物流基地（世纪图书馆

物流中心）单位工程施工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张鹏翔

河南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胡成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设计研究院 设计 陆磐

新疆建院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唐湘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书店 建设 王耀琪

9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建设

工程（医疗卫生用地）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张飞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何海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中建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黄志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建设

9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

科医院钱江院区项目（一

期）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黄耀辉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浙江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浙江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建设

95

B-04-01 地块新建

320517308407 地块体育健

身用房项目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张正新

南通三建钢构有限公司 施工

96 柳州市城市档案中心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总包 邓玉光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施工 邓玉光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汪斯露



湖南湖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邓为民

97 金地中心总承包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汪超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汪超

深圳市竣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深圳威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

98
京东智慧城项目施工总承

包工程三标段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邹晓军

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施工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江苏赛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99 重庆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浩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浩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薛巍

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李启奎

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黄炜

100

淄博职业教育产教实训基

地（青岛科技大学淄博教

科产融合基地）一期建设

项目标段一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李春华

山东华亿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孔涛

淄博华科钢构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高宗德

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郭传凯

山东奥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邵燕

青岛科技大学淄博教科产融合基地工作

领导小组工程建设办公室
建设 耿庆永

101
深圳广电金融中心施工总

承包工程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李辛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王黔生

深圳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监理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建设

102
上海国际航空服务中心

（X-1 地块）项目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于文涛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 向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上海国际航空服务中心（X-1 地块）项目 设计 杨军

辰信重工（江苏）有限公司 制作 方俊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朱东

103
海淀区西北旺镇新村一期

公建项目

春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宁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1-3#

楼制作及安装）
施工 段少良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4-7#楼制作

及安装)
施工 于文涛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7#楼） 设计 赵耀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6#楼） 设计 杨华

北京华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刘弘

北京德成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安同路

104

萧政储出（2018）34 号地

块新建项目（北干科创园

一期）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王伟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王伟

杭州潮峰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梅志涛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徐近

杭州萧山城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郑杰

105
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智

中心项目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宋俊乐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璞

陕西建工泾渭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叶丽芬



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 设计 喻卫东

方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王都平

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杨乐

106 青岛君峰路中学建设项目

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总包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王永祥

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董文营

青岛海大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隋亮

青岛四维空间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107
众邦金水湾 1号院众邦国

贸中心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江锁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徐亮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冯志涛

甘肃建投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 满鹏庆

甘肃华联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陈爱莲

兰州众邦房地产有限公司 建设

108 中铁大厦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朱心敏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路小金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院 设计 黄学红

昆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唐正华

昆明中铁总部大厦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建设 胡晓良

109 北支江过江通道工程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施工 钱利

山东中宏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李文雅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设计 李小刚

浙江广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王江艳



中电建北亚(杭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邵晓波

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朱振伟

110

赣州市中心城区赣南大道

快速路工程一标段（新世

纪大桥至章江大桥西侧）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徐万林

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魏力

北京市市政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高著海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设计

上海三维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冯宪军

赣州城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111
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

项目（平南相思洲大桥）

中交二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杨琳

中交二航局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陈鑫

广西荔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设 甘采华

112

贵州省石阡至玉屏（大龙）

高速公路第 TJ02 标段

（YK10+200～YK14+910）

凯峡河特大桥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顾忠文

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姜冰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新华

北京华通公路桥梁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关亮

贵州中交玉石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任永强

113
济阳路(卢浦大桥-闵行区

界)快速化改建工程 1标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金钱华

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施曙东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

限公司
设计 虞振清

上海智通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寇继胜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邹骋

114 锦江生态带整治项目（二 湖北辉创重型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王玉杰



期-锦江桥梁建设）天保湾

大桥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夏维学

四川西南交大土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叶文军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邹瑞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 杨欣松

115

快速路三纵线红岩村嘉陵

江大桥至五台山立交建设

工程（二标段）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邢惟东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孙亚州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刘志刚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设计 陈晓虎

重庆华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余基泉

重庆华融天泽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王荣国

116 柳州凤凰岭大桥工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明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赵国权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

司
监理 邓海洪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刘明友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庞伟

117 龙岩大道高架桥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 黄伟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李川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曾甲华

北京铁研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黄火荣

福建省龙岩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建设 徐旺兴

118

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主

体及路面工程部分）“融

资+施工总承包”主体工程

二标段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米文杰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米文杰

119 沈阳市东塔跨浑河桥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宝庆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张宝庆

沈阳中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史宪升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辽宁诚信建设监理责任有限公司 监理

沈阳市城市建设项目办公室 建设

120
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增设京

哈高速立交节点工程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蔡连军

北京市市政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高著海

北京市市政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江阴大桥（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陈兴慧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路峰

北京正宏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刘连海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121 通州区武窑桥改建工程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谷文元

北京市市政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陈宏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设计

北京正宏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李艳明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通州公路分局 建设

122 威海市石家河公园大桥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岩枫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杨喜玲

威海中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 刘培新

123

芜申线（高溧段）航道整

治工程桥梁施工项目

（WSXGL-SG-QL6 标段）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谢进

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建设

江苏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124
五岔子大桥工程（新建桥

梁工程）施工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制作 刘力铭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罗先周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何跃军

四川先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四川西南交大土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杨陶

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125

西安市会展中心外围提升

改善道路 PPP 项目建材北

路（北辰大道-迎宾大道）

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高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武汉一冶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湖北龙星钢构有限公司 制作

西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众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西安楚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

126

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

江淮沟通段施工J008-1钢

结构制造及焊接标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总包 刘瑜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施工 刘瑜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

公司
设计 殷亮

安徽省江河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和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联合体

监理 周锐

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孙贤福

127
重庆市璧山区胶轮有轨电

车工程项目

比亚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温久玉

比亚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温久玉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 张宏杰

首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白云



重庆两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张海峰

128

资阳市临空经济区产业路

网工程工程（一期）三贤

路（K0+000-K3+100)跨雁

栖湖大桥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赵文龙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施工 于慧江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
设计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 曾显忠

四川资阳临空产业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
建设

129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张家口赛区奥运村结

构工程三、四标段钢结构

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建钢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姜秀鹏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张利 张

铭琦

江苏银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柏育宏

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贾茂亭

130
轨道·壹号城 3号楼、5

号楼及地下室工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邓焕昌

广西晨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梁学雄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张腾

131
昆山中南世纪城 38#楼钢

结构工程

山东锦城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曹世阳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包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童兆新

132 艾迪精密 1#厂房项目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张晓斌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李德胜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烟台市德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侯福胜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133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李富强



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项目
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肖林林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天津大学 建设

134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电厂

“上大压小”新建工程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范锐钊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设计 刘鑫刚

广东创成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何登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张发江

135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升

级项目（铁西厂区）-总装

物流车间

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孙兴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包

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施工

136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

公司传动机械科技产业园

厂房钢结构工程 2#、3#、

4#加工车间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马修领

江苏福宇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兰新华

江苏星月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马林峰

上海宝钢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丁用平

江苏祥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张健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马兵

137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

任公司矿料场改造封闭工

程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孟卫

138

潍柴新百万台数字化动力

产业基地一期项目-数字

化厂房 1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总包 程飞

徐州恒有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刘静娜

139

芜湖宇培年产50万方建筑

工业化构件生产基地钢结

构项目

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施工 夏巧燕

140 宜宾国际竹产品交易中心 绿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汪洋



陕西绿建装配式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郭瑞

14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216073平方米厂房钢结

构项目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陈静

江苏大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栾国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

142

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

年产25万吨绿色水电铝材

一体化项目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 郑垒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杨良星

贵阳市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邱枫

四川俊成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马金明

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 建设 郭庆峰

143 77002 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于涛

山东经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宋川

京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李凯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工程代建管

理办公室
建设 陈明雄

144

阿克苏“多浪明珠”广播

电视塔及广播电视发射中

心机房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孙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孙雨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设计 梁峰

新疆阿克苏宏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 康鹏

阿克苏鹏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 韩双胜

阿克苏地区广播电视台 建设

艾尔

肯·热合

曼

145 北欧中心跳台滑雪场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姜秀鹏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刘华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杨霄

江苏银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柏育宏

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 贾茂亭

146 低重力模拟试验平台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常宏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21 部队 总包 黄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21 部队 设计 邢伟

天津开发区泰达国际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姜洪岐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建设 李力

147
荆州广播电视发射塔迁建

工程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向峰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向峰

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 制作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制作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设计 胡丹

湖北楚元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熊纲

荆州广播电视台 建设 张维杰

148
六安市广播电视发射塔迁

建项目

青岛东方铁塔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殷同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 殷同宏

安徽天成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伍杰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设计 邱晖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姜方兵

六安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 建设 宋怀祥

149

新疆华电哈密热电有限公

司四期扩建（2×350MW）

热电联产工程（先期 1×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 秦嘉兴

金川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寇军生



350MW）#2 机组钢结构空冷

塔 EPC 项目
新疆华电伊州热电有限公司 建设 邓赟

150
扬州广播电视发射塔迁建

工程

镇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包 刘静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杨鹏

江苏镇江四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设计 付举宏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李广飞

扬州广播电视总台 建设 王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