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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2
020-2021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获奖名单（天津市）

2020-2021年度第一批国家优质工程奖
获奖名单（天津市）
获奖工程：颐航大厦
承建单位：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双迎大厦工程
承建单位：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铁科院武清铁路专用设备配件厂房工程（年产 93万件、355759套、8.5万件）
承建单位：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研发基地一期工程
承建单位：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一期工程
承建单位：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天津科技大学体育馆
承建单位：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扩建二期北院工程
承建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9-2020年度第二批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入选工程名单（天津市）
获奖工程：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迁址新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获奖工程：空客天津 A330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定制厂房项目喷漆机库机电安装工程
承建单位：天津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建工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中储粮日照粮油储备库仓储物流项目一期散粮输送系统 MEC工程
承建单位：中建六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获奖工程：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一期工程
施工总承包机电安装工程
获奖工程：国家海洋博物馆项目安装工程
承建单位：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中建八局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年度天津市建设工程
“金奖海河杯”
获奖工程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2
0
2
0
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项目经理 序号

1

中新天津生态城 1B 地块高中项目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新建天津职业大学信息资源中心（图书馆）项目

3

利达粮油生产基地项目-立筒仓工程

4

东第家园三期 15#-23#楼、地下车库项目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

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

天津富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项目经理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迁建提标工程土建施工一标段

天津市源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于海波

吕金革

6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祖 咏

7

中新天津生态城中部片区 32#地块小学、幼儿园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蔡正刚

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宝震

8

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一期工程 01-17及 01-31地块（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部分）施工总包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朱一夫

郑 华

9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二期新建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马立鹏

姜庭彦

10

嘉兰铭轩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汉万

年度天津市建设工程
“海河杯”
获奖工程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2
0
2
0
序号
1

工程名称
天津市民族文化宫重建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承建单位

项目经理 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项目经理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 明

47

天津生态城双威04-01-04-02地块住宅项目二期工程（悦馨苑）施工总承包10#楼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春青

2

北辰区双青新家园荣欢园限价商品房项目（双青新家园 5 号地块）1 号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张 铭

48

天津生态城双威04-01-04-02地块住宅项目二期工程（悦馨苑）施工总承包11#楼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春青

3

北辰区双青新家园荣欢园限价商品房项目（双青新家园 5 号地块）3 号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张 铭

49

天津生态城双威04-01-04-02地块住宅项目二期工程（悦馨苑）施工总承包19#楼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春青

4

北辰区双青新家园荣欢园限价商品房项目（双青新家园 5 号地块）7 号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张 铭

50

天津生态城双威04-01-04-02地块住宅项目二期工程（悦馨苑）施工总承包20#楼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春青

5

北辰区双青新家园荣畅园限价商品房项目（双青新家园 1 号地块）3#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张旭楠

51

天津生态城双威04-01-04-02地块住宅项目二期工程（悦馨苑）施工总承包21#楼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春青

6

北辰区双青新家园荣畅园限价商品房项目（双青新家园 1 号地块）7#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张旭楠

52

汇都苑 1、4#楼及地下车库工程-4#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志国

7

南开区临潼路（带钢厂）项目 2#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李欢欢

53

汇都苑 1、4#楼及地下车库工程-1#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志国

8

南开区临潼路（带钢厂）项目 3#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李欢欢

54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院区扩建工程-研发和验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风洞试验室工程

9

南开区临潼路（带钢厂）项目 4#楼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李欢欢

55

10

河东区龙峰嘉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1 号楼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立鹏

11

河东区龙峰嘉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2 号楼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立鹏

12

河东区龙峰嘉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4 号楼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13

河东区龙峰嘉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5 号楼

14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刘志业

悦东嘉园 5 号住宅楼

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刘 栋

56

渤龙南苑 1 号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艳军

57

渤龙南苑 4 号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艳军

王立鹏

58

渤龙南苑 18 号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艳军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立鹏

59

渤龙南苑 21 号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艳军

河东区龙峰嘉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6 号楼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立鹏

60

新河街社区服务中心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杜会军

15

河东区龙峰嘉园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7 号楼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立鹏

61

大港东城小学新建工程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郝玉朝

16

观潮园 B 区项目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梦缘

62

北师大静海附属学校建设工程项目一期小学教学楼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喻 翔

17

观潮园 C 区项目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丁 苍

63

北师大静海附属学校建设工程项目一期小学宿舍楼、食堂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喻 翔

18

滨海欣嘉园 6 号地二标段工程 9#楼

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俊立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苏保

19

天津商业大学扩建学生公寓项目 C#

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苗起瑞

20

中新天津生态城彩环路（彩嘉路——汉北路）道路排水工程施工二标段

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孟繁强

21

欣嘉园 2 号地块项目二标段 6#楼

天津天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 辉

22

欣嘉园 2 号地块项目二标段 8#楼

天津天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 辉

23

博岸名邸

天津天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秀峰

24

津西台（挂）2015-060 号地块琥珀雅苑住宅 1#楼

天津天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 萍

25

G104 国道改建工程（静海段）
（二标段）

天津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高金红

26

中心城区广开四马路等7片合流制地区市管排水设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开河调蓄池工程

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张立永

27

西青区南运河水系生态治理工程（中北镇段）-新东场泵站重建工程

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陈喜明

28

五十一中北地块（桥湾苑）项目 3#楼

天津市兴业龙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川建

29

五十一中北地块（桥湾苑）项目 1#楼

天津市兴业龙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川建

30

五十一中北地块（桥湾苑）项目 2#楼

天津市兴业龙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川建

31

天津市人防宣传教育训练基地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舒宏图

64 米兰世纪地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小学教学楼、行政楼、艺术楼、综合试验楼、连廊
65

七贤南里 C 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11#楼）

中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王 宇

66

东第家园二期项目 30 号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黄佳兴

67

东第家园二期项目 31 号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黄佳兴

68

东第家园二期项目 27 号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黄佳兴

69

东第家园二期项目 28 号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黄佳兴

70

东第家园二期项目 32 号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黄佳兴

71

东第商业中心 1、2 号楼（不含公交场站）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沈兵

72

天津环普高新区国际产业园北区一区厂房一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孙科峰

73

天津环普高新区国际产业园北区一区厂房二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孙科峰

74

天安住宅一期项目（筑湖花园1#楼-7#楼、地库、配套公建一、变电站、燃气调压站）-4#楼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君波

75

天安住宅一期项目（筑湖花园1#楼-7#楼、地库、配套公建一、变电站、燃气调压站）-5#楼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君波

76

天安住宅一期项目（筑湖花园1#楼-7#楼、地库、配套公建一、变电站、燃气调压站）-6#楼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君波

77

天安住宅一期项目（筑湖花园1#楼-7#楼、地库、配套公建一、变电站、燃气调压站）-7#楼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君波

32

中心城区广开四马路等7片合流制地区市管排水设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先锋河调蓄池工程

天津第四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 冬

33

纪庄子雨水泵站工程

天津第四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凯轩

78

太阳城 9+A6 地块二期（皓阳园）3#楼

常州利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林

太阳城 9+A6 地块二期（皓阳园）4#楼

常州利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林

34

津北辰北（挂）2014-049 号地北区住宅项目七标段 9#楼

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蔡俊英

79

35

津北辰北（挂）2014-049 号地北区住宅项目七标段 12#楼

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蔡俊英

80

太阳城 9+A6 地块二期（皓阳园）10#楼

常州利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林

太阳城 9+A6 地块二期（皓阳园）11#楼

常州利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林

36

津北辰北（挂）2014-049 号地北区住宅项目七标段 13#楼

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蔡俊英

81

37

津北辰北（挂）2014-049 号地北区住宅项目七标段 14#楼

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蔡俊英

82

太阳城 9+A6 地块二期（皓阳园）16#楼

常州利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林

天津市塘沽渤海建工有限公司

刘玉刚

83

航空物流区（一期）基础设施项目雨污水合建泵站及调蓄池工程施工总承包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石 磊

天津市源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宋 明

84

西区富士康代建厂房一期——配套工程（食堂、连廊及停车场）-食堂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 波

天津星华府置业有限公司比松花园项目 7#楼及配建二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鞠福明

38

天津市滨海新区首创国际城小学新建工程-综合教学楼

39 侯台地区配套基础设施一期工程文正路(楚雄西道-春明路)道路及配套工程
40

津南新城起步区 F 地块（合雅园）
（6-13、16、17）号楼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7#楼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全 伟

85

41

津南新城起步区F地块（合雅园）
（6-13、16、17）号楼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17#楼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全 伟

86

天津市第四中学迁址扩建工程项目总包工程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翁新良

绿洲嘉园 21-24 号楼、26-30 号楼、33-36 号楼、东侧地下车库、配套公建四工程 28#楼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尤 江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尤 江

42

津武（挂）2014-111 号地块二期项目 13#楼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彦国

87

43

津武（挂）2014-111 号地块二期项目 14#楼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彦国

88

绿洲嘉园 21-24 号楼、26-30 号楼、33-36 号楼、东侧地下车库、配套公建四工程 30#楼

44

天保金海岸 E03 地块住宅项目总承包工程 7#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邢志军

89

程泰路地块（蔚秀花园）二期 9-18 号楼、25-26 号楼、29-30 号楼及地库一、二工程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仕培

45

天保金海岸 E03 地块住宅项目总承包工程 6#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邢志军

90

宝境棠棣家园住宅小区一期项目施工总承包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 铮

46

中国移动天津公司曹庄数据中心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1#数据中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 钧

91

高端装备再制造中心项目施工-机加焊接车间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史会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