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度第一批河南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名单

序

号
示范工程名称 单位名称

评价

结果
工程主要参与人员

1 综合实验实训组团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奖
冯敬涛、冯园林、闫 欣、何晓茗、郭伊超、

王旭浩、乔金昊、赵 岩、杨红党、魏庆国

2
中电投分宜电厂2×66万千瓦机组扩建

项目#5 标段-烟囱冷却水塔建筑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奖

袁青林、周志轩、高玉林、宋耀光、占 齐、

李腾飞、王 闯、郭 琳、葛芳林、朱国峰

3
鹤壁市旅游综合体二期工程“旅游大

厦、商业大厦和地下车库” 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奖

高云辉、赵焕伟、杨 帆、秦瑞环、王红亮、

宋志钊、司秀华、王 莹、牛利浦、李朋飞

4
汝州市汝瓷电子商务产业园中国汝瓷

博物馆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奖

张海民、苏伟光、国学伟、张 震、贾晓楠、

尚晓军、赵楠楠、白 冰、尚 磊、石岩峰

5 南阳南石医院扩建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奖
朱庆中、张小云、张士超、孙仲虎、唐嘉良、

余东洋、韩川川、李彦宾、李 颖、王兆基

6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目设计施

工总承包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奖

常群峰、刘骅锐、吕志朋、黄继权、李进村、

王明强、龚林伟、马江龙、王全利、姬广证

7
郑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金

水科教园区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奖

冯立雷、刘胜岩、赵世博、杨 斌、马 露、

张志勇、李建勋、王 勇、赵 朋、王浩天

8 商丘文化艺术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奖
王廷燕、赵晓壮、闫亚楠、赵紫远、刘云鹏、

杨纪辉、牟雪娜、郑战雷、赵冬冬、苏 睿

9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日月河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奖
卢春亭、黄 杰、张 征、王 岭、房 博、

郝晨军、都春龙、赵 瞳、薛玉祯、万 珺

10 安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奖
刘洪延、蔡密峰、牛增聪、王 刚、张继强、

秦禄可、王宏磊、孙小丫、王 维、张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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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郑州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金奖
程维敬、胡丹枫、袁亚光、王宇霁、李研科、

吴小鹏、付新志、张瑞铎、袁 阳、陈人杰

12
郑州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 A2 部

分二工区土建施工总承包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金奖

王怀瑞、孙光明、张晓林、罗 京、蔺晓毅、

杨小跃、张腾飞、杜广超、赵俊岭、白鹏鹏

13 郑州华强城市广场三期 2#楼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金奖
王怀瑞、张晓林、李文杰、樊晓波、董小飞、

包培峰、张恒凯、侯旭光、卜天琪、朱命胖

14
郑州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土建施工

06 标段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金奖

雷呈锋、雷 霆、常跃华、刘智勇、王 政、

翟军灿、张 峰、赵夏杰、霍晓龙、贾龙杰

15
郑州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土建施工

08 标段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金奖

刘 豹、李红福、侯 杰、毕永涛、李奇伟、

艾厚强、朱朋佳、廖家全、王春杰、韩宝明

16
洛阳市王城大道快速路一期建设工程

第 2标段（第一施工段）
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赵 星、刘明阳、周 哲、吕海军、王 博、

王 勇、杨卓霏、吕山山、姚利利、王富美

17
泰宏建业国际城 15 号院（A3-01）1#、

4#楼
河南林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银奖

王拴柱、连伟福、秦振凯、李 鑫、王帅清、

姬瑞超、王 旭、刘 帅、王 翔、董俊良

18 洛阳恒大绿洲项目九期 A地块 193#楼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王春华、李 真、李美玲、严谨红、王超峰、

林 源、刘治廷、吕小华、李秋英、韩 晨

19
洛阳市机场西路建设工程施工项目三

标段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马伟东、段 晶、郝爱红、彭李松、赵 新、

陈 柯、黄怡龙、海 洋、赵 娜、孙久召

20 润安·枫林台 1#、2#楼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郜文锋、田志斌、魏海洲、魏志敏、赵恒昌、

梁燕英、邢 悦、贾海福、张建龙、程亚飞

21 润安·枫林台 5#、9#楼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郜文锋、梁国菲、梁永刚、李海峰、赵 方、

王金库、王志鹏、白广涛、李丹丹、王兴政

22
碧桂园·公园里 1#~3#、5#~12#楼及地

下车库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张海民、于云超、刘志强、刘鸿敏、王豫东、

苗伟超、李一凡、刘太亮、陈 瑜、谢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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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业春天里 3#、5#、6#、7#、12#、13#

楼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银奖

江瑞成、杨 宇、付金磊、岳学峰、冯 岭、

王 鹏、赵飞扬、万苏漫、凡永鹏、王 超

24 新乡医学院图书信息楼建设项目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银奖
杨 均、王淑桃、王永广、杨 宽、李慧贞、

杨璐璐、和 芳、张云涛、宋化生、李晓航

25 国泓·锦园 河南省工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银奖
梁文辉、秦龙兵、郭清林、王兵洋、路鹏飞、

程若愚、谢 浩、樊国洲、赵 玉、郭呈波

26
星联安郡南苑 1#至 3#底商住宅楼、4#

至 9#楼、地下车库
河南省祁湾建筑公司 银奖

王俊杰、董威威、娄 涛、房志广、李金龙、

吕 斐、庞金龙、朱倩倩、毛振江、孙 智

27
大唐巩义“上大压下”新建工程（2×

660MW 机组）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奖

侯建令、张建民、侯 涛、曹艳春、王敏杰、

李占全、张 桧、张 淼、张智鹏、谷灿灿

28
漯河公路运输枢纽高速铁路汽车客运

站站房综合楼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奖

詹超杰、刘建辉、张 霞、陈 凌、贾盟召、

王超飞、张 蕊、朱萌萌、刘保卫、张剑雄

29
内乡县“三馆一院一中心”建设工程一

标段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张国防、刘 庚、刘泰崙、朱 范、贾志刚、

张 浩、仝 涛、赵 婕、王 平、裴 佩

30
泰阳辰 1-3#、7-12#住宅楼及地下车库

项目
河南五建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银奖

曾鹏程、王 超、张 超、严长星、张 弓、

李庶平、万家龙、陈顺伟、曹庆贺、曾 超

31 郑州市民活动中心项目第一标段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刘改文、杨向峰、王红波、李 瑞、吕亚洲、

孔战杰、崔 帅、袁伟娜、宋海洋、徐帅帅

32
和昌·都汇广场 9#-15#楼及地下车库主

体工程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张 岩、史亚辉、刘 星、桑 慧、张亚彬、

魏路莹、姜隆辉、陈玉萌、葛关胜、王瑞香

33
驻马店北部新区安置房二期 2#、4#、6#、

8#、10#楼工程
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吴玉岩、翟成龙、晋 磊、张彦磊、李 杰、

张加莹、柴改英、李同同、逯雯雯、刘俊艳

34
洛阳市西环路提升改造工程孙石路上

跨西环路立交工程
洛阳腾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银奖

潘守恒、李 广、曹智辉、牛 涛、郑 刚、

杨 冰、乔 刚、张成奇、郭洪旭、葛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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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移动通信专用生产指挥调度中心工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党 伟、常欢欢、于金燕、张永斌、沈朝营、

王 浩、闫晓静、彭怀江、江永州、钱小雷

36 新城·金樾府 许昌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李营营、高 峰、周俊峰、马金丰、路 通、

郭娟娟、张 允、刘纪伟、周景阳、田金玉

37 襄城县瑞贝卡兴天下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陈忠豪、蒋昌文、高亚军、彭纯海、张 涛、

许 锋、袁娇丽、郭 娜、楚鸿钦、李海峰

38 郑州市惠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工程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刘 峰、齐亚东、任兴峰、周树东、李艳华、

魏高祥、王高振、师成龙、丁兰芳、刘艳红

39
郑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工程土建施

工 A合同段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于海宾、常跃华、刘智勇、孙建宇、杨 涛、

王金涛、史高杰、翟军灿、张 峰、宋 飞

40
郑东新区CBD副中心区基础设施工程中

环路工程（一期）施工第二标段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史胜拢、王 飞、吕腾月、王璇一、张 涛、

王彦伟、徐庆和、王志涛、任艳婷、魏 宇

41
国道310洛三界至三门峡西段南移新建

工程五分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银奖

许保生、吴靖江、陈小羊、齐宁宁、杨 伟、

位华强、王剑安、李 轾、申长城、李建伟

42
省道331线驻马店市平山大道交叉口至

原七蚁路段改建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银奖

高 炎、张亚军、宋九武、刘 兵、闫 欢、

邱思豫、户浩壮、李享达、常鉴玲、毕乾曾

43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国际新城经

开第十三大街跨中心渠桥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银奖

叶家彬、刘建涛、宋九武、万 珺、路志斌、

景玉婷、孙立喆、侯玉荣、谭元超、秦亚丽

44 周口川汇碧桂园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银奖
孙维东、马二坡、程威风、苏 凯、陈 瑜、

张远航、邵军伟、王英彬、许纪平、王 杰

45
中海地产北京公司丽春湖墅项目

LCH-012 地块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银奖

何聪利、李芒原、常凯旋、郭 卫、刘 培、

赵志宏、马 松、史忠友、孙飞达、池淑芳

46
郑州市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基地搬迁项

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

蒋 鹏、张广周、杨晓磊、付海玉、王小马、

张 阳、杜跃锁、白雪峰、陈阅微、霍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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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武陟碧桂园项目 河南宝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赵中举、高兴中、黄志力、陈 军、张秀峰、

张亚亚、刘红然、孙 猛、吴玉青、王 莹

48
滨河海马公园 10#-15#楼、17#楼及地下

车库工程
河南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李 杰、孙全明、晁岳锋、庞玉亮、张子贵、

李攀磊、刘 杰、胡晓俊、苗东平、李 阁

49
阳光社区三期（横涧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Ⅰ标段）6#、7#楼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陈卫东、李合方、张艳芳、孙 凯、王 涛、

张 鑫、王俊伟、秦园辉、李艺辉、潘丹丹

50 惠济区金洼小学新建项目 河南瑞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郭明周、郭永超、张建竹、李卫学、武小芳、

娄站立、徐志刚、陈孟迪、郭艳平、郭长发

51 蚌埠市路东新村 2#楼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孙继峰、马国欣、胡书辉、刘 博、王鹏奎、

潘信永、路焱琰、杨富磊、侯立华、彭培祥

52
洛阳市中心城区兴洛湖公园乐道建设

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孙小伟、任智华、张永波、潘安琪、王 涛、

房 涛、董 磊、刘 辉、王若一、刘太亮

53
洛阳市南昌路滨河北路立交工程（南昌

路周山路立交工程）施工项目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白杨青、董 磊、王长彪、赵楠楠、胡金钢、

谢 钰、魏腾飞、郭 立、侯 玥、郑新安

54
洛阳市西环路提升改造工程创新路下

穿西环路立交工程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何 峰、王 丹、袁向飞、李在阳、郑新安、

郭 立、周世亚、张宗兰、程 毅、苏文静

55 奥克斯科技城一期建设项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王节勇、黄守亮、刘登峰、高 棋、雷圆圆、

徐慧振、周建楼、汪 颖、王 雪、马 杰

56

新乡市铁西区域棚户区改造（一期）东

水东项目二标段 1-4#楼、1-5#楼、1-6#

楼、1-7#楼、1-8#楼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孟国旺、曹晓军、周 阳、朱登超、周新超、

张玉磊、韩钰龙、王广威、王书剑、云治杰

57 新乡阳光家园配送中心项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张永庆、段常智、张金文、张志利、董长民、

孙玉霖、李振华、杨荣辉、王 歌、高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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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获嘉县福众花园三期工程 15#住宅楼工

程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铜奖

周 磊、张 冲、任新海、师公杰、卢建超、

吕香会、桑润庆、万苏漫、卜春雷、杨 昊

59 上蔡碧桂园项目 16#楼工程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樊晓东、郭钢磊、张 迁、周耀华、张志伟、

李有勇、曹炳增、鲁松远、陈 俊、张成龙

60 上蔡碧桂园项目 17#楼工程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樊晓东、郭钢磊、张 迁、周耀华、张志伟、

李有勇、曹炳增、鲁松远、陈 俊、张成龙

61 开封中州大厦项目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赫利勇、刘建辉、朱红云、王金宇、张海霞、

王景申、王 鑫、张 霞、郝正红、赵恩浩

62
邓州市人民医院湍北分院 1#-4#门诊楼

项目
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孟范普、杜鑫坤、李 璇、何靖申、朱晨飞、

李云龙、孙 苗、刘 冰、鲁 豪、刘 朋

63
驻马店北部新区安置房一期 1#、3#、5#、

7#、9#、11#、12#楼工程
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王少飞、殷世伟、李 阳、张朝焱、郭甲川、

柴莲英、姚 昂、袁 宝、张春辉、王 娟

64
浙商▪城市之星-胜利街棚户区改造项

目 1#楼
河南中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许小新、王 昆、张小玉、王 雍、杨鹏翔、

张 筠、栗伟伟、明 磊、李芳芳、路 博

65 平顶山市东环路南延跨湛河桥梁工程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江永州、常欢欢、钱小雷、沈朝营、于金燕、

党 伟、俞 吉、彭怀江、张 丽、贾 坤

66 长垣县景荣初级中学 卫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杨海军、习培峰、赵永昌、刘志庒、王 磊、

林 晏、付凯兵、乔宇飞、张亚飞、付艳敏

67 平顶山市中心血站整体搬迁建设项目 豫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刘志杰、牛国亮、董玉红、魏林强、刘 臣、

王玉平、袁 伟、韩义会、赵文慧、庞 杰

68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青山路小学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李红波、赵少辉、唐 敬、贾盼阳、秦光辉、

段 彬、满 宗、董科展、田 闯、刘 新

69 绿都澜湾樾园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于颜楠、郭泽伟、曹 乐、尚雪洋、许金科、

宰书军、付 航、李 军、张玉朝、苗敏娟



序

号
示范工程名称 单位名称

评价

结果
工程主要参与人员

70
封丘县四馆一剧院（四馆项目）施工总

承包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王彦伟、栾振华、高 轲、王 飞、王 闹、

丁宝庆、徐新永、徐庆和、王志涛、张 俊

71 新蔡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铜奖
李小猛、刘宝元、刘利明、黄东超、高 峰、

贾新聪、赵新明、翟晓明、韩中原、刘小款

72 登封市市民文化中心（一期）PPP 项目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铜奖
牛向峰、刘加鲁、郑佳龙、张玉鑫、王照虎、

郭永成、刘华生、丁迎洲、黄 锟、陈豫波

73
登封市中岳街道办事处中岳第二社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铜奖

许柏林、郭永成、董建鹏、张伟达、郭胜楠、

崔孝鹏、张文灿、杨鹏飞、郭忠伟、范军辉

74 建业花园 8号院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铜奖
杜 凯、乔海洋、江志鹏、李光富、轩 莉、

申明闯、孟令举、申志翔、陈士伟、王 明

75 郑焦城际铁路焦作站南广场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铜奖
寇小勇、周 玮、李春平、王晓伟、张海洋、

陈 浩、苏 亮、张建国、崔杨敏、罗高富

76
驻马店市境内省道 241、省道 330 和省

道 331 线升级改建加宽工程 PPP 项目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于欢腾、霍旭强、张一文、冯立雷、陈 宇、

张泽卿、胡 洲、滕 达、刘杨阳、吴银花

77 周口开元万达广场项目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彭岩利、吴小志、胡华宏、吕美样、周山动、

王廷猛、段义勇、呼轶鹏、祝可轩、贺 松

78
郑州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 A2 部

分土建施工总承包项目四工区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铜奖

仲崇涛、赖永标、王 飞、潘世富、黄 哲、

巴飞飞、刘振伟、何善富、俞钦文、吴强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