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2019 年度第二批河南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获奖名单

序号 示范工程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评价

情况
示范工程主要参与人员

1 息县高级中学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河南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李 杰、孙全明、晁岳锋、赵传红、魏海峰、

庞玉亮、王风云、李晓冰、曹攀攀、韩雪锋

2 三毛城市广场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冯艳存、张诗俭、苏延宁、汪明涛、王 辉、

宋 楠、赵清涛、宋冬雪、宋林芳、王 攀

3 泉舜国际酒店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孙小伟、刘 帅、朱奇峰、朱维青、尚德峰、

李萍萍、李 成、王卫东、张永波、何学照

4 国电宿迁热电 2×660MW 机组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孙鹏耀、郑丽永、程小强、崔 杰、路 燕、

袁青林、葛芳林、高玉林、王婷婷、郭晓林

5 安纳西庄园建设项目第三标段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张夏奥东、金阳、王 锐、高友宝、高进海、

王雅楠、王 晋、秦瑞环、王攀志、李铜斌

6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园

办公楼
河南二建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优良

都宏全、田建海、张永庆、段常智、张金文、

董长民、张学现、张 旭、李振华、秦瑞环

7 淅川县人民医院异地迁建工程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优良

田晓春、王佩芝、李荆泉、许东波、王鹏飞、

郭凤玲、王志举、王 瑞、罗发财、李 慧

8
郑东新区金光花苑 I期棚户区改造项

目工程施工五标段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优良

翟 锐、张志强、肖子建、王 猛、付伟鹏、

贾轶赛、卢训蒙、冯伟峰、石永飞、周淑芳

9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安置区建设工

程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张俊伟、马苇东、张争林、薛冰芮、李艳华、

马 凯、董小涛、郑远征、刘 新、孙 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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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杨耀增、李 遐、原增欢、杜世涛、张栋梁、

杨 凯、李 喆、吕秀芳、王璇一、许金科



11
泰宏建业国际城 18 号院（A5-03）、

16 号院（A6-01）工程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良

郭 强、张国杰、付燕霞、牛莹莹、李留波、

李兴鹏、吴启信、付百恒、张廷本、杨 柳

12 伟业·中央公园 28#楼 高创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骆春良、刘志勇、张艳丽、牛志敏、郭新明、

张瑞杰、毛钦田、魏 辉、陈俭勇、韩山伟

13 绿都澜湾榕园（二标段）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董文长、郭益飞、张自涛、陈云华、白 蕾、

苗家魁、李士娇、吴文斌、杨振宇、唐婉晓

14 宇通鼎新家园（二区）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董文长、郭益飞、张自涛、陈云华、白 蕾、

苗家魁、李士娇、吴文斌、杨振宇、唐婉晓

15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兴港大厦项目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袁志波、杨宏涛、骆拴青、许李儿、沈 锋、

刘 波、孙国兴、余永志、宋志海、李 想

16
南航祥云和苑建设项目工程施工总承

包（一标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方 园、韩建英、宋 琦、欧武丙、胡亚召、

梁 超、马海龙、朱亚军、芦永战、齐立志

17
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河南段站房及相

关工程 ZWZF-2 标段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李双来、齐忠富、江志远、陈 昊、邵荣超、

赵 虎、徐鹏飞、张 立、张俊杰、朱昌鑫

18 河南省老干部大学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张晓林、刘 聪、任余阳、王胜君、王冲亚、

李瑞珂、刘金星、郑 硕、朱金旭、魏庆彬

19 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殷玉来、李永明、沈 阳、邹志友、李文杰、

苑庆涛、李 煊、贺 磊、牛 亮、冯瑞强

20 龙湖金融中心四区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孙光明、韩 璐、刘景成、刘 聪、冯文鑫、

郝林杰、王海涛、聂 超、王 杰、李鹏鑫

21 濮阳杂技艺术学校迁建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杨华斌、卢春亭、王 超、王孝红、王 岭、

张 征、郭建宇、申祥峰、李广朝、刘延安

22
郑州市市民公共服务中心核心区 9条

道路等建设工程项目 3标段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徐 前、孙云峰、李忠明、徐锁锋、华林林、

刘 闯、余顺喜、杜仲洋、王 迪、罗海龙

23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七棚户区第七

标段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曹战峰、瞿 凯、訾建涛、刘 传、罗 浩、

张旭林、叶昌兵、裴 帅、李晓阳、陆群甫



24
沙颍河周口至省界航道升级改造工程

沈丘沙河大桥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郭永富、张承实、王洪涛、刘 杰、陈 静、

胡连超、宋胜欢、张 永、张 扬、杨孝孝

25 鄂州市凤凰大桥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刘金明、王尔超、吴靖江、张 健、吴永斌、

孙洪斌、张 永、欧阳华明、李贵、申朋飞

26 中建创业大厦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陈坤鹏、李道杰、吕栋梁、闫啸寒、李文书、

郑琳培、王海啸、张绍仓、李许超、李瑞华

27 正弘瓴筑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王自胜、时 健、王希河、王 勇、唐 太、

王卫川、吕尚军、陈 文、 李永伟、赵世千

28

郑东新区白沙刘集 01 号（棚户区改造

项目）二期、三期工程施工（二期工

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程传亮、陆伟伟、章鹏成、徐鹏程、宗成山、

胡一坦、徐德高、高少坤、徐国华、孙帅兵

29
南阳市“三馆一院”项目建设工程一

标段（博物馆、图书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王自胜、时 建、王 勇、王希河、傅 磊、

孙志滨、唐 太、王浩森、刘景傲、王浩洋

30 宇通鼎新家园（五区）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董文长、白 蕾、张自涛、郭益飞、陈云华、

苗家魁、百思红、张 辉、葛伟良、刘保卫

31
褐石公园一期 2#、5#、6#楼及地下车

库
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明 志、刘金秋、张海辉、周峰明、付文金、

尚学俊、刘 杨、陈华淑、徐朋飞、牛茹霞

32 洛阳金融服务大厦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韩军艳、张鹏飞、孔 超、张 森、周 勋、

孙 凌、张志浩、郑剑翔、冯 煜、潘莉莉

33 洛阳新区科技大厦工程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李 龙、刘伊岚、周 勋、顾 恒、张欣辉、

童兆桂、杨梦岚、杨梦飞、刘红霞、吴莎莎

34

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六标段：

南阳路西侧（K6+339.0）～丰庆路西

侧（K7+485.0）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裴鹏鹏、张之浩、史俊浩、刘金娥、赵 鹏、

朱亚娟、浮志强、屈金顺、刘应许、岳新国

35 安阳市润安枫景臺住宅小区一标段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黄 辉、杨 阳、梁国菲、赵恒昌、田志斌、

徐军庆、赵 方、梁雪峰、白文涛、乔安甲

36 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李艳彬、王梅红、胡文龙、张蒙蒙、王建行、

杨金荣、张少帅、郝爱军、张 凯、王铭河



37
洛阳市古城快速路（西苑桥南～金城

寨街）建设工程施工第 2标段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李贺彬、袁向飞、么 远、毕亚杰、陈俊龙、

白晔博、白伟伟、梁楠楠、黄 莉、许红涛

38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暨市儿童医院整体

迁建项目
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合格

张献军、王晓帅、程向前、陈付安、陈中民、

许海军、张保富、马 富、郭志富、王新民

39
陕西商洛发电有限公司2×660MW工程

烟囱、间冷塔及周边项目土建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李 恒、刘超超、马 宾、许志成、张 锋、

任 伟、郭 琳、邢瑞军、牛佳佳、朱国峰

40
濮阳龙丰“上大压小”新建项目冷却

塔区域建筑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胡永明、张艳辉、孙鹏耀、何金强、穆 强、

陈令前、李 伟、李朝林、邢瑞军、张景盼

41 华能汤阴风电场 151.8MW 一期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冯战光、赵 楠、王利宾、李维强、李金川、

胡增波、赵永朋、冯俊杰、张海锋、韩 非

42 大唐巩义“上大压小”新建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左学兵、石成伟、刘振华、刘新乐、张志强、

李晓晨、刘百众、荆 谦、宗 鑫、谢拂晓

43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项

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张转运、郑国领、周 兵、王 帆、何俊朝、

陈朝锋、石国标、吕世革、钟艳青、王 静

44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1号 2号机

组（2×660MW）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

司
合格

贾付顺、马天伟、胡振威、孙俊辉、周鹏飞、

张青青、刘俊峰、李亚强、张晓晓、郭腾龙

45
红庆河（布日都南）500KV 变电站新建

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

司
合格

王 烽、斯琴图、朱宏伟、王宇杭、张 涛、

陈享平、李又鹏、郝志平、韩友捷、张睿智

46
河南天一建苑小区 4#、6#楼及地下车

库工程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合格

党孟远、刘 鹏、高 旭、王 琳、李国忠、

齐大伟、刘 帅、党梦华、司松倩、王燕博

47
蓝城·桃源春晓（南地块Ⅱ标段）总

承包工程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合格

陈 帅、贾国衡、梁智斌、孙 菠、宋 站、

朱新宇、闫耀东、史 柯、袁素焕、贾天霞

4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校区综合实验楼

工程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合格

闫怀峰、杨克树、高俊杰、刘鹏航、师宏涛、

王永辉、王 培、姚波涛、汤青松、扈永庆

49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河南分

院科研试验基地（一期）
河南省光大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合格

张景盼、巴永善、高思朋、巴婷婷、梁利芳、

张海燕、张中辉、单高岩、董好伟、韩 磊

50 西湖印象（南院）6#楼工程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苏延宁、汪明涛、张诗俭、王 辉、李少佳、

徐亚赛、唐贺明、宋冬雪、杨亚振、王 攀



51
南阳市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儿童

医院及妇幼保健院综合楼工程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张洪杰、高 晓、路大超、苏姗姗、龚 令、

张小云、冯明超、韩松林、姬荣亚、王 静

52
镇平县综合档案馆及“三个服务中心”

（一馆三中心）建设项目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姚建林、贾 超、刘 征、张金旺、刘 飞、

樊汉谦、刘 栋、宋保稷、张世文、陈 鹏

53
怡馨家园 1#、2#、3#、4#、5#楼及地

下车库工程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马超云、桑桂湘、李 飞、李莉萍、王黎军、

党云亭、毛 娟、李 颖、王相奇、王跃坤

54
镇平县玉文化试验区城中村拆迁安置

项目 C区 1#楼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焦尧静、程 礼、黄天远、宋江宽、王 星、

孙 豪、别玉博、李显江、李 建、李善心

55 郑发大厦项目（一期）工程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王 斌、贾东礼、姚小明、辛光俊、席莹涛、

张敬敬、马选忠、都 珍、宋熠伟、刘立秋

56
御都国际二期 3#、4#、7#、8#、11#、

12#、14#楼及地下车库
河南中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谢 康、杨 宏、刘晓庆、王军奇、马超杰、

王海坤、李朋英、孙 曼、李艳平、张照红

57
万锦商业中心项目（1#楼、2#楼、3#

楼、地下商业及车库）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钱俊杰、陈 捷、陈海健、施建平、袁小飞、

张 斌、陈海锋、陈汉灯、王 杰、毛丽辉

58 西峡县龙湖庄园·御锦 7#楼 南阳市建发工程有限公司 合格
冯书娟、杜 军、郑金涛、胡静飞、张 立、

王永庆、李 宏、刘永江、袁 磊、王小虎

59

恒大金碧天下项目二期 231#-233#、

235#-239#、250#、商业 3#、商业 4#

及地下车库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詹成义、刘 军、岳贵勇、马 强、祝 鹏、

肖 丽、吴俊龙、张 鹏、陈少波、欧阳四

平

60 融园 1#楼至 9#楼、地下车库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舒先利、夏蓝翔、王治林、李立明、舒 浩、

马 强、舒 彬、周 乐、杨清永、王真全

61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青山路小学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李红波、满 宗、武东阁、唐 敬、贾盼阳、

苏肖飞、殷定涛、苏 静、孙 哲、王 元

62
平顶山市新华区新庄村城中村（棚户

区）改造项目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任金山、杨小永、余兴亮、胡 洲、田孝永、

孙雪娇、魏敏杰、徐胜昔、沈谋公、赵 志

63

郑东新区白沙刘集 01 号（棚户区改造

项目）一期工程 BS01-09-02 地块第七

标段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丁宝庆、宰书军、吴东洋、邹川勇、宋景丽、

丁 锐、李沛良、孟裕臻、胡佳文、董军旗



64
郑州航空港（航东）220 千伏变电站工

程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孙安华、王 杰、梁飞鸿、杨 涛、刘堂生、

余家凤、陈 伟、花豆豆、李 雪、余家福

65 天伦开元城三期 76#楼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李松锋、张卫涛、刘文帅、王岸柳、金 沛、

汪 峰、徐晓朋、路 平、胡亚彬、刘梦楠

66
商丘市区中心（方平）220 千伏变电站

工程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毛凯祥、王 杰、苑子涛、余家凤、袁娇丽、

陈 伟、李 雪、余家福、刘天阔、常青杰

67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管廊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原福渝、牛敬森、李忠明、卞伟伟、肖国栋、

朱雨科、叶海涛、熊本龙、张业龙、张成贵

68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滨河西路

快速化工程郑港三路-龙中公路隧道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张传浩、訾建涛、温 昊、白 皓、代 领、

王卫东、王向宾、张干辉、邵红超、李锦涛

69 南水北调干部学院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李战记、吴嘉强、杨中朝、朱大勇、刘长辉、

白晓燕、李 右、高宇甲、刘金磊、闫亚楠

70 源升金锣湾万福园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王廷燕、王 路、何朝勇、张文周、张松华、

张秋实、史中宇、刘振宇、李海杰、张 蓓

71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鲍宗平、卢来运、张召顺、江 锁、李 杨、

李 科、崔炯辉、范宏波、王 磊、荣凯鑫

72 登封市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城建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郑红敏、郭永富、张 超、王志强、武佩龙、

张红亮、李良园、王国帅、俱海琼、娄政权

73
郑州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东风

路站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侯庆超、宋京洲、李小雨、李精昆、刘腾飞、

张 永、刘智勇、王剑安、张晓川、李建伟

74 郑州美术馆、档案史志馆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邹会乾、王永增、李长水、陈 猛、郭天玉、

周艳丰、谢 垚、乔凤娜、冯加州、刘 鑫

75
信阳市纪检监察廉政教育基地建设项

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格

游杰勇、王春光、牛增聪、李广信、余 洋、

薛 飞、高浪浪、李 春、李广斌、张 清

76 正道和苑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合格
王怀瑞、王 波、李亚运、张艳侠、尚 鑫、

张龙凯、赵可卫、石 开、刘修东、周国苗

77 河南油田科研基地建设项目工程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合格
陈明亮、鞠 阳、杨 尚、张守相、梁奎首、

李建峰、刘云鹏、袁丙燕、陈红元、席 兴



78
周口市东新区盛和家园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二期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合格

曹忠彦、李小猛、褚红江、任太杰、张园园、

陈 伟、刘伟鹏、王建博、周洋洋、吴晨阳

79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九棚户区 4号

地建设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方 园、韩建英、汤绍忠、欧武丙、张红永、

沈甜甜、魏 坤、陈海涛、刘宏涛、段钰洋

80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四棚户区 7号

地建设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方 园、杨 燕、韩建英、殴武丙、鲁延明、

李天兵、高 硕、鱼建锋、杨克庆、黄锦河

81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安纳西庄园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标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殷广建、方 园、郭 威、欧武丙、韩建英、

张海星、胡亚召、齐鹏辉、黄秀丽、王 雨

82
彭阳县富阳花园三期工程 29#、30#、

35#建设项目
中商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合格

常小丽、黄春松、罗 威、朱二秀、孙国帅、

娄会康、曾全来、杜 枭、崔梦莹、李四通

83
和昌城（洛阳）项目 B区 16#17#楼及

地下车库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楼朝航、楼朝阳、郑安军、段会祥、江长建、

孔少克、赵振伟、陈莲雅、章明玉、赵晓旭

84 漯河“尚书房”智慧文化广场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刘智民、刘 戈、李斌凯、鞠 勐、王中印、

高亮权、裴明明、江 蒙、裴宁波、郝江生

85
郑州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州

段）土建 07 标段
中铁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合格

冀留涛、薛昌军、林一凡、张立成、苏寿新、

华照毅、辛清方、王明阳、毛莉花、严杨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