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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1 
北京新机场工程（航站

楼及换乘中心、停车楼）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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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华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希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 
中国•红岛国际会议 

展览中心工程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国信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3 腾讯北京总部大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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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3 腾讯北京总部大楼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 
大望京 2#地超高层 

建筑群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航投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乾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CEC·咸阳第 8.6 代薄膜

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TFT-LCD）项目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6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一期）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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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6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一期）项目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龙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 
青连铁路青岛西站站房

及相关工程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铁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连铁路工程

建设指挥部 

兰州交通大学 

8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卫星厅及捷运系统工程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9 

太古供热项目（古交兴

能电厂至太原供热主管

线及中继能源站工程）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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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9 

太古供热项目（古交兴

能电厂至太原供热主管

线及中继能源站工程）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山安蓝天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有限公司 

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兴邦管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10 
青岛新机场航站楼及 

综合交通中心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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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上证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捷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成都露天音乐公园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五冶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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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13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莆田中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海峡（厦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4 柳州市官塘大桥工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5 

石家庄至济南铁路 

客运专线济南黄河公铁

两用桥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石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16 重庆江津几江长江大桥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重庆市江津区滨江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 

客运专线辽宁段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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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17 
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 

客运专线辽宁段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8 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9 
兰渝铁路西秦岭隧道 

工程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兰渝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铁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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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20 
新建向莆铁路青云山 

隧道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向莆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1 
贵阳龙洞堡机场地下综

合交通枢纽隧道工程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市域铁路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铁研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2 贵阳至瓮安高速公路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贵州中交贵瓮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四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3 
济南东南二环延长线 

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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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24 
巴基斯坦 PKM项目 

（苏库尔至木尔坦段）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 广东清远抽水蓄能电站 

清远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南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6 
江西省峡江水利枢纽 

工程 

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峡江水利枢纽工程管理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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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27 
国家能源集团宿迁 

2×660MW机组工程 

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 

28 
武汉港阳逻港区 

集装箱码头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北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水规院京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9 西安市地铁 4号线工程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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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30 
苏州市轨道交通 2号线 

及延伸线工程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31 
广州市轨道交通14号线 

一期工程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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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32 
宁波市轨道交通 3号线 

一期工程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33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工程 

上海黄浦江上游原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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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34 横琴第三通道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城市综合管廊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邯郸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扩建配套交通中心工程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煤中原（天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36 福州城市森林步道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市鼓楼区建设投资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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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37 
斯里兰卡机场高速公路 

（CKE）工程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38 

广州市资源热力电厂项

目（第三、第四、第五、

第六资源热力电厂）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园环保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永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9 

成都“金沙公交枢纽综

合体”产业融合 TOD 

创新试点项目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四川商鼎建设有限公司 

日月幕墙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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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奖单位 

40 
港华金坛盐穴储气库 

项目 

港华储气有限公司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41 
南京丁家庄二期 

A28 地块保障性住房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安居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42 
珠海翠湖香山国际花园 

地块五（一期、二期）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九控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