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中国建筑学会优秀施工组织设计奖 

获奖名单 
 

一等奖（6 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北海富丽华大酒店项目
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

司 

邓程来、孙磊、李荣伟、王传运、

卢武成、崔志远、李裕达、杜玉彪 

2 
天津嘉里中心项目施工
组织总设计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周予启、翟海涛、黄勇、刘卫未、

李晓琼、韩博、高元仕、郭池、李

洪喜、范围、俞再鸿 

3 
融科智地联想园区 B 座
综合办公楼等 4 项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庆达、曾令锐、李伟铭、王海丰、

郭磊、于有 

4 
天津恒隆广场施工组织
总设计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

司 

汪黄东、时景彬、李明、吕伟、宋

耿友、王涛、于科、聂红恩、庞茜 

5 
望京 SOHO 中心 T1 工
程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

司 

王涛、张爱军、王正超、王东磊、

贺林春、毛龙飞、于科、聂红恩 

6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都
（核心岛）会议中心及
8-10#别墅施工组织总
设计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 

潘鹏、梁剑锐、龚可、望天柱、王

杰、陈亮 

 

二等奖（15 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7 
华邦•世贸城二期工程

（商业综合体及住宅）

施工组织设计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高波、姜海华、叶巡安、梁修青、
葛丛华、王强 

8 
无锡国金中心一期工程

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陈建国、王伟、台登红、杨维国、
曾海霞、蔡骞、易继刚、施钢波、
刘良君、刘国梁 

9 
上海船厂（浦东）区域

2E5-1 地块施工方案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

司 

王祺国、程汉忠、李明华、陈红伟、
曹斌茂、李骏、王圳、李雯婷 

10 
越秀硚口金三角项目 A

地块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李剑、詹沁霖、梁劲松、熊慎敏、
周伟、徐金龙、杨帆 

11 
京津城际延伸线于家堡

站房工程施工组织总设

计 

中铁建工集团北方工程有
限公司 

曹景全 、薛海龙、陈晨、李根喜、
潘栋、严杰、姜海迪、温骥、王海
亚、胡克明、谢晓华 

12 
郑州市轨道交通 1号线

一期土建施工 05标施工

段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夏金春、张文杰、高飞龙、王景贤、
李明景、刘子辉、乔斐 



13 
天津滨海国泰大厦工程

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克江、刘光辉、张旭洪、陈永伟、
陈赛菊 

14 
华润深圳湾综合发展项

目施工组织设计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粤） 
陈凯、陈汉彬、李鹏程、刘怀超、
桂芳、谭兆基、李沛霖、刘俊 

1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试验楼改扩建

工程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发兵 、李  军  闵学军 、宋作
友 、李静 、李安青 

16 
苏州轨道交通 4号线Ⅳ

-TS-02 标施工组织总设

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邵成猛、胡浩睿、梁凌、韩兵、李
大宁、魏渊博、王赫杰、杨春荣 

17 
天津站交通枢纽轨道换

乘中心（1-17轴）工程

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薛立强、马运启、卻晓明、孔垂磊 

18 
武汉英特宜家购物中心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宋小敏、王泽宇、田仁锋、李世良 

19 
兖州兴隆文化园工程施

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
司 

赵春光、王海威、赵海峰、安伟、
闫瑞国、于治国、葛振刚、庞茜 

20 
北京地铁 6号线一期工

程土建施工 08合同段施

工组织总设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陈建、汪春生、武鹏、胡光华、田
先玉、李媛、李舜、曾顺成、史晓
欧、路永飞 

21 

珠海仁恒滨海中心

B1~B4 住宅地下室及上

部工程屋顶钢结构工程

安装施工方案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健健、刘 存、郑 良、王 新、苏
炜明 

 

 

三等奖（19 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22 
淄博华润中心五彩城施

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

司 
时建、申蓬、乔元亮、纪春明、商
吉庆、王宗源、赵海峰、张爱军 

23 
北京燕翔饭店改扩建项

目（酒店、写字楼及商

业设施）施工组织设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强周、梁怀刚、王宜柱、刘  强、
苏德志、李晓强、蔡建桢、鲁小明 

24 
天津西站至天津站地下

直径线工程施工组织总

设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黄昌富、李振武、唐恩超、李君伟、
黄庆庭、陈建、胡光华、田先玉、
李媛、李舜 

25 
武汉三官汉江公路大桥

工程施工方案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李  劲、刘爱莲、董传洲、陈祖军、
张艳红 

26 
苏州晋合广场施工组织

设计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俊龙、施凯旋、汤华辉、程 岗 

27 
贵阳城乡规划展览馆施

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张明、苏伟、岳巍、刘丽丽、李康
林、方矿伟、代志瀚、邹渝、刘辉、
杨昌平 



28 
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

运专线兰州枢纽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吴长路、于建忠、范大鹏、蔡文刚、
吴亚东、杨二滨、彭宇、董无穷、
郭凡、张鹏飞、沈萍 

29 
绿地广场（郑州会展宾

馆）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超民、许向华、蒋金生、程湘伟、
王工民、李筱斌、王涛、曹仁杰 

30 
武汉电影乐园施工组织

总设计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发兵、杨国富、李军、崔秀生、
张明旭、马继超、李强、李振凯 

31 
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

（教学用房）项目施工

组织总设计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发兵、李新宇、李军、杜焕宇、
马玉英 

32 
周口广播电视多功能发

射塔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向家胜、史泽波、王晓娟、韩源禄、
曾照哲、路遥、李恒、时凰程 

33 
北京金融街 E 区 9 号地

项目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发兵 、李新宇 、李  军、傅建
成、王玉兰 

34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扩建

配套交通中心工程土建

施工第 4 合同段施工组

织设计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俊铎、张欣、王毅、马楠、田宇 

35 
南京鼓楼医院南扩工程

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王建营、吉明军、张志强、王坚、
钱少波、朱明浩、王宏斌、周广、
刘翔、李东 

36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扩建

配套交通中心工程土建

施工第 1合同段施工组

织总设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薛立强、邵金超、马运启、卻晓明、
孔垂磊 

37 

深圳市轨道交通二期 3

号线西延段工程施工总

承包（含施工图设计）

3152标段施工组织总设

计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高宪民、林美德、李辉、李燕松、
潘建华、罗杰、张伟森、叶华、郑
华 

38 
武汉市四环线吴家山至

沌口段新天铺互通工程

施工组织总设计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
公司 

焦安亮、黄延铮、毋存粮、叶雨山、
邓守国、宋立新、路贻宝、李英鹏、
吴永斌 

39 
广州市轨道交通九号线

施工 4 标土建工程施工

方案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郭银波、苏周勃、李晓亮、孙国辉、
刘锐、李亮、刘建辉 

40 
国家行政学院港澳公务

员培训中心施工组织总

设计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颜斌、李军、文江涛、刘诗瑶、周
东杰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