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协绿[2017] 2 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度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
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

有关行业建设协会，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国资委管理的有关建

筑业企业，本会单位会员：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绿色化”发展的要求，实施绿色建造，推进绿色

施工，强化过程管理和技术创新。中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施

工分会应企业推动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的要求，经研

究，从各地推荐的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示范项目中确立 379 项

工程为“2017 年度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希望开展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的相关企业和项目部能认真

按照住建部及相关协会关于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的相关标准规

范要求，因地制宜地进行工程项目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策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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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设计、精心施工，切实实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预期目标，

并能认真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切实推动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的

开展。 

 

 

 

 

 

 

附件：2017 年度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名单 

 

 

 

 

               中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施工分会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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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度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名单 
 
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A1、B4 工程：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A2、B3 工程：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A3、A4 工程：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A1、A2、

A3、A4、B1、B2、B3、B4 工程 

B1、B2 工程：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北京新机场旅客航站楼及综合换乘中

心、停车楼及综合服务楼工程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俱乐部改扩建工程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歌剧院剧场（中央歌剧院剧场工

程）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保障房项目公租

房地块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军总医院 9106 工程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州台湖公租房项目一标段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医疗综合楼等 3 项（北京同仁医院经

济技术开发区院区扩建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小米移动互联网产业园项目施工总承

包工程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1#实验楼(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

术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2#实验及综合

业务楼等 2 项(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

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永定镇 MC00-0017-6020 地

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朝阳区东三环北京商务中心区（CBD）

核心区 Z12 地块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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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研发 A 楼等 5 项（中信银行信息技术

研发基地项目）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 

1#办公商业楼等 5 项（丰台区花乡四

合庄（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东区三期）

1516-12-A 地块 B4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

务业用地项目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研发实验楼等 9 项（国盛高新科技

工业园）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阿苏卫循环经济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 
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悦东嘉园项目 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双青新家园限价房--(荣畅园、

荣业园）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滨海新区肿瘤医院工程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天津地铁 4 号线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

9合同段 
天津第六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工业大学新校区新建青年教师和

学者公寓项目及天津工业大学扩建教

师公寓项目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南开区育梁道（理工大学）地块项目

（南区）育礼苑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燕山大学图书馆项目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依山郡项目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梧桐花园住宅小区一期工程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欣嘉园 3号地块项目一标段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地铁 1 号线东延至国家会展中心

项目土建施工第 6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空客天津 A330 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

中心定制厂房新建厂区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汽车金融商务中心工程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新建医技病房

楼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北 

河北检验检疫局暨石家庄办事处技术

业务用房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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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中国电科电子科技园建设项目 A 区建

筑群及园区外环路、G 区建筑施工项

目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邦保险燕郊后援项目一、二组团及

第三组团二标段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 

深圳海境界家园二期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行政学院（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综合教学楼 
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竟杰常青藤项目 10#楼、11#楼、12#

楼、13#楼、C3#楼、D3#地下车库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路桥金泽华府南寒城中村改造

项目 A座、B座工程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筑有限公司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迁建工程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汾酒文化商务中心项目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阳泉市三泉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工程

B-1#、B-6#楼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财经大学坞城路 696 号棚户区改

造项目 A/B 座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怡之福老年医养中心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路桥金泽华府南寒城中村改造项目 C

座、D座、幼儿园、1#商铺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晋城市·金城山水住宅小区 南通市裕成建设有限公司 

新康达综合楼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 

龙城壹号项目商办楼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一期工程—足

球场 
内蒙古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电力生产调度楼（生产调度指

挥中心） 
内蒙古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丰镇市医院门诊、住院综合楼 内蒙古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赤峰市红山区小新地棚户区改造回迁

安置房西城尚景 E、F、G 区建设项目

施工（一标段） 

内蒙古润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 

赤峰市松山区和风庭院 1#、8#-12#楼

及地下车库 
赤峰添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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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赤峰市有色金属产业综合体（金石矿

业广场）1#楼及相邻地下车库 
内蒙古平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赤峰旅游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赤峰鑫盛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红大街二标段道路工程 赤峰市金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医科大学新华校区教学实验综

合楼 
内蒙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 

巨宝大厦 内蒙古巨华集团大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大连东港 C05 地块综合体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 XH-3-AB 地块

项目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金石滩鲁能希尔顿度假酒店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沈阳中韩科技园 B、C栋（商业）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东港区 I02 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辽宁 

碧桂园凤凰城住宅、商业（四期）项

目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T2 

航站楼及高架桥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长春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生命金融大厦 B座 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新建内科楼 吉林天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 

长春市南部新城芳草街综合管廊及市

致基设施工程(丙四十七路~甲二路）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团结镇勤劳安置区项

目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严寒地区绿色建筑技术研发总部大厦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俄罗斯旅游度假城项目一期工程

（第四标段） 
黑龙江省二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

舍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 

印象城一期工程 黑龙江东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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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黑龙江 
国道黑大公路克东拜泉界(腾家围子)

至拜泉明水界段改扩建工程 A25 合同

段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沪东工人文化宫(分部)改扩建

项目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指挥调度大

楼项目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世博会地区 E06-04A 地块新建项目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工程土建工程 2 标

（航头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医院新建工程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元祖儿童育乐中心项目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区 C-12-2 地块商

业及住宅项目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 40-01 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赵巷镇 H3-02、H3-05 地块商品住宅项

目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西岸华鑫金融中心建设工程项目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大楼项

目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焦点科技大厦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产业园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明发财富中心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三大中心”建设

工程 
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QL-090708 地块（常州市文化广场）

开发项目（5#6#楼、7#~10#楼及地下

室二期工程） 

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爱涛商务中心工程 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仪征宝能城市广场商业综合体工程项

目 8#工程 
江苏东晟新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 

小行里 51 号危旧房改造地块经济适

用房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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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立德山庄一期二标段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城商务中心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景苑（CR12041 地块）商办 A4#、A5#、

A6 楼及地下室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招商大厦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典花园（二期）Ⅱ标东块项目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鲁能公馆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广核苏州科技大厦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 

无锡新区新瑞医院项目施工总承包二

标段  
江苏无锡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迁建工程 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丰 2-1#地块项目（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宁波大学梅山校区工程房建施工Ⅱ标

段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T2

航站楼项目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北医学中心（湖州市中心医院迁建

工程）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商会大厦工程 国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嘉善县文化惠民项目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振石控股集团总部大楼工程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政储出[2013]29 号地块商业商务用

房及南侧绿化带地下公共停车库项目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医学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

(浙江大学邵逸夫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上城区体育中心工程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城市中央绿轴区域 F－0６地块

建设项目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 

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台州市妇幼保

健院（一期）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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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慧展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商务商业

用房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奥体中心游泳馆项目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农金大厦工程 浙江景华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 

杭政储出[2012]74 号地块和杭政储出

[2014]4 号地块商业商务用房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皖新文化创新广场商业总承包项目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高速·时代公馆 5#-13#、15#-23#、

地下车库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肥滨湖双玺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阜阳高速·时代城地块三房建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物联网红旗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工程 中建四局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质科学教研楼工

程 
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新交通大厦（暂定名）地上部分建筑、

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京东方第 10.5 代薄膜晶体管液

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霍山县五馆合一工程建设项目 安徽六安市飞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德辰国际怀宁综合体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 

寿县文化艺术中心 安徽圣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鼎市医院百胜新院区一期工程 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特房·银溪墅府 C6 地块--地下室 5#、

6#楼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富闽时代广场工程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福清汇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大楼 
福建省高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 

仙游县坝龚宫边安置房 4#楼~7#楼、

A#楼、B#楼及地下室工程 
福建省巨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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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莆田碧桂园第四标段总承包工程 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数码港海西运营中心一期工程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市光明港两岸综合整治工程安置

房一期第 4标段 
恒亿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智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园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明园九龙湾 D05 地块及风亭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赣州新天地项目 江西省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鼎国际商务楼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 

中鼎珑园小区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文化东路地块项目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汇金国际金融中心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金融商务服务中心项目

一标段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滨海西路及夹河桥项目夹河桥工程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绿轴二期文化教育中心工程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技术研究院工程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千岛山庄颐养中心 2#颐养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门诊医技楼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病房楼、肿瘤

中心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潍坊市丰麓苑被动式住宅项目 1#楼、

2#公建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市文化中心 C组团工程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云谷 1.1 期工程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新机场航站楼工程标段二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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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鲁信随珠花园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淄川区医院西院门诊楼、医技楼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儿综合楼一期工

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青岛公司 

历下区丁家村城中村改造村民安置用

房项目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福利院改造扩建工程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市文化中心 A、B组团工程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物流置业有限公司物流集团

办公楼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亚德里亚海湾三期工程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汶上县中医院搬迁扩建项目一期门诊

医技病房楼 
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新院区一期门诊

医技综合楼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青岛基地 青岛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阀科技大厦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龙子湖创意园孵化器大楼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安置区建设工

程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商丘文化艺术中心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庄城中村改造 B-9-1 地块东泽万象

城 
高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市中心医院阳山分院工程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科城 M67-04 地块 1＃、2＃及 5＃楼 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业花园 2号院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部

迁建项目科研办公楼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0 
 

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河南圣德医院工程 河南五建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 
武陟县人民医院门急诊医技综合楼、

感染楼、后勤楼及连廊工程建设项目 
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大别山（鄂东）区域医疗中心暨市中

心医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谷金融中心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分院门诊大楼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世纪金桥（三期 A-3 地块）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黄石市中心医院黄金山院区一期工程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

新校区建设项目工程一标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石首车禄新居（车落岗棚户区改造项

目）工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光谷之星 H-1 号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鄂州市市民中心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琇武汉顶 西北湖（C地块）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

新校区建设项目(第二标段)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 

武汉大学大学生体育活动中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马迹塘至安化高速公路第二合

同段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常德财鑫投融资服务中心工程 湖南德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广播电视台节目生产基地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常德市民之家工程 湖南德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G234 娄底至双峰公路建设项目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北辰新河三角洲项目 C3 区 1#栋-9#

栋、G 层、地下车库、幼儿园及连接

平台建安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 

衡阳万达广场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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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岳麓区大学城片安置小区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一期工程土建

一标时代阳光大道站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商务港(珠海保税园区) 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侨城大厦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惠州金融街巽寮湾海世界项目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恒大时代金融中心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艺展天地展示中心(A408-1099)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广州铁路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工

程项目 1标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安信金融大厦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 

横琴隆义广场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南宁市东葛路 112 号凯业花园一区危

旧房改住房项目（一期）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南站馨城 9#楼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广西柳州（鹿寨）至南宁高速公路改

扩建工程来宾马滩红水河特大桥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袭汇国际文化世界（袭汇博物馆、超

五星级主题酒店）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佳和·碧海湾（一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文化艺术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西新媒体中心项目（一期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南宁市轨道交通4号线01标土建1工

区工程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 

南宁华润中心东写字楼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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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涪秀二线铁路工程新圆梁山隧道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龙怀高速 TJ34 标牛塘隧道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三级甲等医院建设项目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协信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鲁能城一期（北区）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恒大江北嘴项目（G26-1/05 地块项目

一期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红岩村嘉陵江大桥及红岩村隧道项目

（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保利董家溪项目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专业教学

实验基地建设项目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园城国际度假中心 A区 A1 组团一、

二标段 
成都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锦江区·沙河堡南 9A 地块（联合广场） 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工程 PPP 项

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东航基地项目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白江区大同集中安置房建设工程项

目（二期）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 

天府汇中心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海明珠大桥工程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海南海花岛 1#岛 G、H 区双塔酒

店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海棠之星（华尔道夫及文华东方

酒店）项目二期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博鳌国际会展文化产业园一期项目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 

海南清水湾A11-2B区7栋高层住宅及

地下车库工程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 贵州省地质资料馆暨地质博物馆建设

项目 
中铁五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 
 

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贵州 贵安新区规划建筑艺术馆建设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云智时代中心”（昆明联想科技城

四期 A13 地块）二标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恒隆广场·昆明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土建六标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七彩俊园三期（二号地块） 云南建投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二号住院楼项目 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公司 

云南 

昆明规划馆 云南建投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国瑞·西安金融中心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旅集团航天总部基地项目（西侧办

公楼）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生力小区二标段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文化旅游综合体一期工程演艺剧

场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5 号、6 号住

宅楼工程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延安金融服务中心项目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大学科技园科创孵化基地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光山色项目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咸阳奥体中心建设项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泰·玉景台三期工程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第二

临床医学院）迁建医院一期项目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汉江新城二期二区 6#、9#-11#、12#A

段及车库工程 
陕西建工第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 

西咸国际文化教育园棚户区改造（一

期）施工项目 IV 标段工程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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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西安未央国际工程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市公安局工程技术用房及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兰州万里危旧房改造项目（二期）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甘肃省长城建设集团总公司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经济适用住

房项目（二标段）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市体育中心项目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 

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供电公司七里河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标段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建投中心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公司 

兰州新区职教园区商业综合配套一期

工程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总部经济项目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 

G316 线长乐至同仁公路两当县杨店

(甘陕界)至徽县段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门诊医技住院综

合楼建设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门急诊综合楼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民族大学综合实验训练中心和藏

汉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及校门建设

项目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青海 

青海国投广场建设工程施工一标段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玺云台小区（北区）一期工程（3#、

9-11#、34#、35#楼） 
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综合客运枢纽工程一期项目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项目

（Ⅰ期）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广东庄子

村二期安置房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 

连云港大厦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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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地窝堡片

区棚户区宣仁墩村安置小区项目施工

一标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商住小区（6-11#楼）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职工集资建房

住宅小区三标段 
南通市第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职工周转房三期

B区工程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 
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新馆建设项

目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用房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荥阳市人民医院整体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万科云城（五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山院区工程

（含老年养护院）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长沙滨江金融大厦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佛禅（挂）2010-016 地块万科金融中

心广场商业 3号塔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责任有限责任公司常德

卷烟厂“十二五”易地技术改造项目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郴州卷烟厂易地技术改造项目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新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及停车楼工

程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2吋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一期项目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办公楼等三项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金科时代中心（A1 地块 2标段）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六盘水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 PPP 项

目（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扩建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科技馆新馆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 

苏州湾文化中心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6 
 

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 214、210 街坊商

办楼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5号线跳磴至江津段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泰安市中心医院高新区院区一期门诊

楼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A5-3#楼及附属设

施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酒店及商务办公楼等 10 项 （昌平

区未来科技城北区 A21 地块商业金融

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敦煌大剧院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岛中学-中学部（含国际部）工程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建设工二标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舟山观音法界一期观音圣坛主体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乌江源头三岔

河流域（大湾镇段）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工程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梁锦东苑（津滨塘挂 2014-3 地块）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际华园·长春目的地中心工程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营业用房建设项目南主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 

上证所金桥技术中心基地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 京 新 机 场 飞 行 区 场 道 工 程

FXQ-CD-003 标段 
中交一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汇通横琴广场工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 

贵州平塘特大桥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工程项

目施工总承包Ⅰ标段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 
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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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肇庆新区起步区砚阳调洪湖水系综合

整治工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檀木苏香一期安置房项目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莲塘口岸-旅检区建筑施工总承包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洋湖国际创富中心 1#、2#、3#楼工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NO:2016G31 地块南京蜂巢酒店项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沙源 14 区工程 十九冶成都建设有限公司 

襄阳图书馆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美安·南区福邻中心项目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保利·大江郡 E 块-保利国际中心 1#

综合塔楼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 

东兴口岸二桥综合服务区一期工程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蒙西至华中铁路煤运通道工程汾

河特大桥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石首长江公路大桥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快速路一横线歇马至蔡家段中

梁山歇马隧道工程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望江路过江隧道工程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轨道交通 6 号线二期工程菊华

站～东部客运站区间工程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市立体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第二西通道(海沧海底隧道)工程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七棚户区八标

段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贵安新区实验中学提升改造项目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兰州新区职教园区商业综合配套一期

工程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铁建 

新 建 铁 路 玉 溪 至 磨 憨 站 前 工 程

YMZQ-10 标石头寨隧道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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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盐城先锋国际广场三期酒店写字楼工

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机场安置房项目（礼贤组团）1

标段（0107 地块）工程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银川绿地中心工程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铁建 

深圳地铁 10 号线 1012-2A 标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四环线青山长江公路大桥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第四棚户区建设项目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 JZSG-3 标段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官塘大桥工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南京至安庆铁路等 6 座车站站房

工程 NASZ-8 标段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本岛至翔安过海通道工程 中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连镇铁路五峰山长江特大桥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 ZWZQ-6 标 中铁五局集团公司 

海安至启东高速公路 HQ-QD2 标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鹭岛艺术城项目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铁工 

蒙华铁路 MHTJ-16 标大钟山隧道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丽泽商务区 E-08、E-09 地块商业金融

项目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医疗综合楼等 14 项（昌平区回龙观西

城区旧城保护定向安置房配套医院建

设工程项目）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产业孵化中心二

期（石龙电子商务产业园）C 区 A 座

等 6项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总公司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棚户区改造工程

耿庄社区建设项目 A区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新兴 

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双井村北侧

（MY00-0204-L002）地块项目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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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部门）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昌赣客专 CGZQ-8 标赣州赣江特大桥

工程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站站房扩建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松原市中心医院异地新建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松原分公司 

铁道 

永旺梦乐城烟台店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仙游宋桥北片区安置房-1#楼、1－A#

楼、2#楼、3#楼 
中建凯源集团有限公司 

水利 
长泰县岩溪镇公共租赁房工程 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知识产权服务大厦工程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运城恒光 五洲观澜三期 C区工程 7#、

10#、11#楼及地下车库 
华北冶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新东王东地块安置房项目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泗涂现代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冶金 

安徽省太和县国泰路安置区工程 中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化工 内蒙古新能能源二期年产 20 万吨稳

定轻烃项目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核工业 江苏淮安颐和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一

标段工程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