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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结构评价结果 

（排名不分先后） 

 

1、项目名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医院科研教学综合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设计单位：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精工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利恒、苏  甦、徐  更、邓  雄、黄成云、蔡  增、 

韩保合、邱自强、许占东、边  鹏、吴来彬、王  威 

2、项目名称：昌建公园壹号院（东院）2#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郑州市建筑设计院 

监理单位：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程会芳、张志杰、苏  宁、杨  文、胡凌云、苗登亚、 

白  星、曹  青、曹清理、寇  冬、陈桥阳、张许耀 

3、项目名称：昌建公园壹号院（东院）3#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郑州市建筑设计院    

监理单位：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第 2 页 共 30 

页 

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永超、吕  帅、吴强强、路绳岩、张德鹏、张财会、 

董  彬、董长江、徐敏杰、郭志纯、万树力、赵一凡 

4、项目名称：楚河汉界世界象棋棋王赛赛址及其相关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天伦桃花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邱骏岳、孙乾坤、解  磊、胡达敏、崔  毅、周伟堂、 

薛朝福、罗  贤、沈金位、孙  科、张金岭、宋华斌 

5、项目名称： 大河宸院·运和臻园 6#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中创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郑州市建筑设计院    

监理单位：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代  斌、梁金祥、李  逵、刘曾强、岳  炜、蔡如轩、 

潘伟康、刘  博、杨宏立、刘一廷、程光辉、邓宝玉 

6、项目名称：东邢花园西院 2#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国控西城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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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运生、常  涛、于忠义、李  岩、冀小辉、郑俊涛、 

郭国齐、赵伟堃、李转运、肜  艳、徐光超、郭少军 

7、项目名称：瀚海航城二期 A-05-01 地块 3#楼、5#楼、6#楼、9#

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瀚海港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郑州市建筑设计院   

监理单位：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王志军、杜康杰、李飞飞、张智、杨乐、段文涛、未汶浩、 

张硕凯、李程、于伟强、郝兴超、梁广宇、郑坤、余胜磊、 

王娜、睢祥赟 

8、项目名称：碧桂园·龙城天悦建设项目七标段 29#楼工程 

建设单位：荥阳碧玺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郑州众诚建设咨询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袁  帅、徐  晓、何家礼、龙  飞、杨  逸、商  坤、 

邵庆鹤、彭剑虹、张  斌、郭  聪 

9、项目名称：百泉河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卫源小区）工程 

建设单位：辉县市豫辉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埃菲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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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河南天正建设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段  茜、于  欢、高  磊、高胜跃、张劲松、樊冠雨、 

侯冬冬、王  冠、张银根、朱丽娜、牛建勋、王世坤 

10、项目名称：辉县市高端装备制造园一期项目 1#厂房、 

8#办公楼工程 

建设单位：辉县市豫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清鸿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段  茜、李道峰、张  桦、李汇锋、白宸有、牛  彪、 

吕开放、邱子龙、赵忠海、郝庆祝、秦爱珍、牛建勋 

11、项目名称：吉地·澜花语三期 21#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吉地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北京城市开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郑州众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亚伟、武宁波、王  滨、刘俊荣、李  涛、李建怀、 

尹怀清、闫学良、蔡青峰、王风永、王国梁、束金峰 

12、项目名称：蓝光雍锦湾项目 1#楼、8#楼工程 

建设单位：漯河市鎏源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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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王世代、赵桂林、刘  倩、尚秀山、刘永岗、龚  洪、 

蒲小国、贾东坡、陈云飞、贾  兵、潘迎超、马  骏 

13、项目名称：林州市中医院建设拆迁安置小区--北关·小池 

嘉苑 1#楼工程 

建设单位：林州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安建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  辉、王  帅、梁  雪、吴玉霞、石军明、秦振凯、 

武会徐、王  旭、杨中义、魏怀生、侯  鹏、莫志红 

14、项目名称：浏阳碧源·孔雀台及西正片区棚改项目 

建设单位：浏阳碧源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湖南省浏阳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碧源建工有限公司  

王喜中、许俊辉、刘  群、李  欣、宋乃斌、牛天增、 

李鹏凯、赵成周、吴建良、汤建文、肖  强、谢  凯 

15、项目名称：绿都站马屯翰苑三期工程 2#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绿锦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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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长海、马  季、王向东、李行行、李闻盛、邱华兵、 

严  岭、魏亚巍、魏怀萍、王新安、丁  旋、陈国豪 

16、项目名称：美邻东苑 1# 楼、2# 楼、3#楼、4#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西亚斯泓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同建强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吴永凯、靳振江、孙醒宇、王永刚、谷发辉、马亚涛、 

何金来、李延军、薛浩然、范  鹏、宋春霞、席景瑞 

17、项目名称：民权县绿洲·凯旋府安置房 6#、9#、10#楼工程 

建设单位：民权县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监理单位：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程保生、廖庆中、梁廷涛、郭  锐、李  东、李  贺、 

赵士建、李红伟、路博文、仲海鹰、曹品永、郭青松 

18、项目名称：名门艺境 1#、3#、4#、6#楼工程 

建设单位：林州三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智博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正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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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河南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接栋清、许志明、赵军书、杨宝成、崔鹏飞、王帅清、 

张三勇、骈向东、杨江红、赵建增 

19、项目名称：平顶山市新城区东滍保障性住房小区 

4#、5# 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平新宏基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平顶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正博星元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葛少华、李一多、牛卫国、崔汉庭、黄继存、蒋伟东、 

李常委、刘书霞、高  杨、张海舰、石伟涛、杜  乐、 

侯红春、温  伟 

20、项目名称：安图生物体外诊断产业园项目 4#楼生产车间、 

5#楼候工楼、6#楼生产车间 

建设单位：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城沪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占峰、郑延标、冯  蕾、赵  晖、许李儿、宋志海、 

余永志、王浩翔、张仕能、张仕民、米艳林、高  翔 

21、项目名称：名门悦橙苑项目 3#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市名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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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舒军华、张新勇、李向阳、邢许颖、周建宏、王剑辉、 

熊望辉、李  波、程  盼、张志磊、王光轩、李  欣、徐  晖 

22、项目名称：濮阳建业通和郡一期工程 9#、10#楼工程 

建设单位：濮阳置腾实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许庆福、姚  帅、侯  博、蔡黎明、李存明、王军强、 

王海霞、张秀荣、焦  倩、张慧荣、张焕荣、王玉涛、 

高东平、赵德波、杨伟容 

23、项目名称：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盘锦小区 32#、33#楼

工程 

建设单位：濮阳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安建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红杰、李  震、何  红、苏占彪、刘占胜、梁永强、 

柳建强、姚卫涛、张忠山、郝忠帅、焦继端、廉加加、 

杨现军、李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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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项目名称：商丘神火民生公寓 3#、5#、13#楼工程 

建设单位：商丘聚财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荣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苏静毅、张琮祥、胡  峰、耿  雪、陈晓垒、王  波、 

杜丰磊、谷红闪、门长春、祝春山、朱春雨、丁洪华 

25、项目名称：铁道警察学院校区建设工程一标段 01#行政楼、

03#后勤服务楼、04#图书馆、05#教学楼 

建设单位：铁道警察学院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张朝伟、李敬伟、曹清、张英国、谷发辉、许瑞杰、 

杜轮、朱劲羽、张兆乾、赵郑发、许小娟、王国庆 

26、项目名称：豫发·拾柒号院 6#、7#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港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博维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正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宏翔、杜国华、韩  博、金晓梅、高  炯、余会丽、 

王  林、王红建、朱志明、左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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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项目名称：镇平碧桂园项目 3#、5#楼工程 

建设单位：镇平县碧赢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天悦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文志、司亚龙、关大利、刘志东、高晨光、 

王  刚、迟永东、王文权、甘清朝、郭  华、李  静 

28、项目名称：郑地·美景东望二期 5#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亚通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城沪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时千翔、杨海龙、宋  涛、李建新、于  琦、刘祎博、 

吴  浩、李士坤、吕浩亮、蒋王杰、李文倩、吴佳昕 

29、项目名称：周口高铁片区综合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一期）

彩虹大道综合管廊工程 

建设单位：周口市天工高铁片区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郑州大学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洪亮、邵长生、韩仕超、张  健、龚进波、李顺昌、 

姚祯祥、张胜涛、张效鹏、孙光辉、陈  东、王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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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项目名称：周口市高铁片区综合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一期）

高架桥及地下车库工程 

建设单位：周口市天工高铁片区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建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洪亮、邵长生、马海涛、汪吉青、龚进波、李顺昌、 

姚祯祥、张胜涛、张  振、朱荣伟、陈  东、王  秋 

31、项目名称：周口市中心医院新区医院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周口医疗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黄  蜂、周  超、王  漪、郝彦明、赵  良、李永胜、 

刘美军、刘  昭、张  炜、李建军、王玉杰、朱小龙、 

庞兆立、崔智慧、汤雨 

32、项目名称：濮阳恒大珺睿府 5#、6#、10#住宅楼工程 

建设单位：濮阳恒启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五方合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尚  彬、乔  伟、崔卫涛、孙大法、贠清华、李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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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田路、朱昆伦、寇  栋、任文振、陈  雷、杨宏博、 

张庆超、王  奎、张硕华、吴中克、梁远利、宋少华、 

邢国辉、黄兆峰、高  鹰、田会勇 

33、项目名称：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17 年度）濮阳县

县城安置区建设项目（一期）I-1#楼、I-3A#楼、I-5#楼

工程 

建设单位：濮阳豫开百城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蔡  玮、陈志超、李华生、任  斌、刘占胜、郑京华、赵  聪、

刘  威、罗玉莲、聂桂华、高  鹰、田会勇、娄建勇 

34、项目名称：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17 年度）濮阳县县

城安置区建设项目（二、三期）A-3#楼、A-3a#、

A-6#楼工程 

建设单位：濮阳豫开百城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蔡  玮、刘  琦、李华生、任  斌、陈  琛、李珍全、 

魏志锋、李士豪、张  鹏、陈善胜、高濮生、周建锋、 

高  鹰、娄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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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项目名称：濮阳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17 年度）濮阳县县

城安置区建设项目（二、三期）B-5#、6#、7#楼 

建设单位：濮阳豫开百城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蔡  玮、陈志超、程振威、李华生、任  斌、李  丰、 

赵德尚、马育松、田俊超、陈善胜、高濮生、高  鹰、 

娄建勇、李素娟、周建锋 

36、项目名称：融创城融馨园 8#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中珂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  寒、郭梦洋、白瑞耿、任志慧、杨  柳、童荣钏、 

王阳光、王俊青、陈  震、牛  浩、李  英 

37、项目名称：商丘市梁园区 2018 年大棚户区朱老庄、周花园、王

寨（A-09 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 9#楼工程 

建设单位：商丘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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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筱筠、杨成光、王光水、闫理伟、胡志伟、白骁璐、 

刘红飞、张鹏鹏、张良宽、赵永胜、马东超、赵鹏飞 

38、项目名称：商丘市梁园区 2018 年大棚户区张柿园、董井、乔

新庄(A 区-01-01 地块)、(A 区-02-01 地块)城中

村改造项目工程 

建设单位：商丘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孙亚辉、蔡佳振、柳联生、赵建春、王成文、张保峰、 

陈学光、刘  安、张良宽、韩  冻、程  伟 

39、项目名称：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目 7#楼、11#楼 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省豫资青年人才公寓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安徽地平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卫东、贾  攀、郝永祥、杨  力、戚劲松、刘冬晨、 

许文川、丁世钊、石  峰、王丽华、任秋昊、刘亚克 

40、项目名称：苏荷东方宸院项目 1#楼、2#楼、3#楼、5#楼工程 

建设单位：漯河中瑞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埃德莫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正源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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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志峰、刘  畅、赵德博、张亚宾、王向飞、刘博天、 

申久文、葛全斌、刘少奎、李宁霞、葛蕴飞、骆  杨 

41、项目名称：天伦桂语兰庭 1#、8#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省天伦乐居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浙江绿城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新志、郭  强、李炯杰、李洪军、袁旭东、赖海军、 

方红雨、杨永胜、沈金位、余强强、黄永庆、邵进波、 

李  鹏、程光辉、马力群 

42、项目名称：红澄·文昌书院项目 10#楼、11#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省红澄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中核五院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方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姚彦涛、张  龙、李立理、彭素琦、刘永飞、张积德、 

刘亚楠、葛全斌、周建磊、杜经宇、李新颍、张方方 

43、项目名称：紫云府一期 32#楼工程 

建设单位：许昌华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郑州大学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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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方超、晋伟康、张奎峰、吴  磊、闫旭珂、高来彬、 

陈忠宝、李海翔、陈  忠、张乾坤、王随军、徐德贵 

44、项目名称：郑州民生金融大厦工程 

建设单位：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黄河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黄  鹏、李  飞、杨金鹏、马丽娜、郭卫旗、卞乐安、 

盛德斌、李晓寒、黄建明、高增勇、娄洪亮、李文倩 

45、项目名称：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 

设计单位：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翟栋、葛志伟、张海燕、包宏达、李生增、祝予溪、李林林、

徐俊生、李传军、崔天有、周全、张龙飞、张国顺 

46、项目名称：中建·森林上郡 1#地块项目 3#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中建大观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建中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郑州高新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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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竹、王振超、林劲松、鲁海方、邵磊、孙辉、龚成利、彭

德华、何东亮、刘亚坤、赵树成、万晓军、魏浩奇、王晶 

47、项目名称：中科洛阳信息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洛阳久事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风雷、李鹏、张敏芳、陈茂盈、黄杰、周徽、赵大勇、 

王存智、毛华彪、田云飞、葛深、李剑光、吴源、韩宏哲 

48、项目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河东第二棚户区 1 号地建设项目 5#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山东泰和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燕梁、张  闯、谭  蔚、张根生、毕中雷、余文俊、 

李彦广、隋德彪、于  辉、杨迎祯、柴清云、刘富宇 

49、项目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河东第二棚户区 1 号地建设项目 8#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山东泰和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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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燕梁、张  闯、谭  蔚、张根生、毕中雷、余文俊 

李彦广、隋德彪、于  辉、杨迎祯、柴清云、刘富宇 

50、项目名称：周口圣桦名城项目住宅一期总包工程 5#、 

6#楼工程 

建设单位：周口圣桦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正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黄  飞、黄  迎、王向东、宋振飞、陈  成、袁建晔、 

郝建晋、刘培富、何志强、毛文献、李建军、王玉杰 

51、项目名称：周口开元万达广场住宅项目 7#、8#住宅楼工程 

建设单位：周口万达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元锴、赵志忠、张奎锋、彭  程、胡华宏、胡新生、 

吕美样、丁自帅、张  博、纪金辰、殷星柱、豆理杰 

52、项目名称：轨道交通测控科技园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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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海鹰、周华伟、刘倩、郑杰、崔天有、崔志强、苗艳杰 

宋万平、李廷舒、李帅、卢启彬 

53、工程名称：郑州市青年人才公寓沁河苑 3 号院 13#、14#楼及

地下车库 

建设单位：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总包单位：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朱荣俊、段雪伟、陈丽君、张继春、赵传喜、王琳、胡俊伟 

王刘亿、任现、朱杨杰、李宗新、马喜恩 

54、项目名称：郑州保利永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利文化广场

二期 U46-02 地块项目 1 号楼工程 

建设单位：郑州保利永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晗、常利斌、金志扬、张奎锋、宋中霜、姚俊豪、于海龙 

张金薇、刘继飞、杨海雷、陈亮、张润华、卢启彬 

55、项目名称：后河卢城中村改造项目 E-09-03 地块 16#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融创晟元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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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单位：中化地质郑州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城沪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闵禄、苏常福、苏源、尹艺斌、翟翼添、韩阳午、贾立文 

马兴康、吕利云、常菲、洪毅、靳亚东 

56、项目名称：民权县绿洲·楠园 3A#楼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民权县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监理单位：河南中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方战、刘宇飞、苑文明、闫新愿、郭建光、王鹏达 

张长青、林海峰、张启峰、丁战营、刘德宇、李攀峰 

57、项目名称：灵宝市西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北地块）4#

楼工程 

建设单位：灵宝市众恒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北京中元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二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鲍建明、张岗生、沈慧稼、李卫斌、邱永稳、唐伟鸿 

石太庆、郑国领、杨中义、赵彦庆、张晓东、常备平 

58、项目名称：南京正紫 NO.2019G09B 地块 8#住宅楼工程 

建设单位：南京正紫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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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南京中南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傅翔、武锐、徐丹、方莉、杨义、于世峰、王立军 

宦志龙、刘毅涛 

59、项目名称：南京正紫 NO.2019G09A 地块 11#住宅楼工程 

建设单位：南京正紫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南京中南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傅翔、武锐、杨涛、方莉、杨义、于世峰、王立军、 

宦志龙、刘毅涛 

60、项目名称：NO.2017G73 地块项目 B-B-2#~B-B-7#、B-B 地块

地下车库工程 B-3#楼 

建设单位：南京招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南京方圆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曾雷、王冰、吴长春、李宗华、刘国佳、刘安、孙志喜 

朱文韬、郁崴、卜重生、毛文冉、董攀 

61、项目名称：NO.2017G73 地块项目 B-B-2#~B-B-7#、B-B 地块

地下车库工程 B-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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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南京招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南京方圆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曾雷、王冰、吴长春、李宗华、刘国佳、刘安、孙志喜 

朱文韬、郁崴、卜重生、毛文冉、董攀 

62、项目名称：白寨明泰家苑壹号院 1#楼 

建设单位：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波、王可威、柳联生、水晓波、何育苗、王振华、 

刘爱琴、宋帅帅、鲁国伟、武扬、洪毅、刘术胜、陈俊辉 

63、项目名称：白寨明泰家苑壹号院 2#楼 

建设单位：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波、王可威、柳联生、张世杰、何育苗、王振华 

刘爱琴、宋帅帅、鲁国伟、武扬、洪毅、刘术胜、陈俊辉 

64、项目名称：白寨明泰家苑壹号院 3#楼 

建设单位：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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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波、王可威、柳联生、焦玲玲、何育苗、王振华 

刘爱琴、宋帅帅、鲁国伟、武扬、洪毅、刘术胜、陈俊辉 

65、项目名称：白寨明泰家苑壹号院 5#楼 

建设单位：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波、王可威、柳联生、水晓波、何育苗、王振华 

刘爱琴、宋帅帅、鲁国伟、武扬、洪毅、刘术胜、陈俊辉 

66、项目名称：白寨明泰家苑壹号院 6#楼 

建设单位：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波、王可威、柳联生、张世杰、何育苗、王振华 

刘爱琴、宋帅帅、鲁国伟、武扬、洪毅、刘术胜、陈俊辉 

67、项目名称：白寨明泰家苑壹号院 7#楼 

建设单位：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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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波、王可威、柳联生、焦玲玲、何育苗、王振华 

刘爱琴、宋帅帅、鲁国伟、武扬、洪毅、刘术胜、陈俊辉 

68、项目名称：白寨明泰家苑壹号院 8#楼 

建设单位：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朝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波、王可威、柳联生、水晓波、何育苗、王振华 

刘爱琴、宋帅帅、鲁国伟、武扬、洪毅、刘术胜、陈俊辉 

69、项目名称：地质科技园高层住宅一标段 1#楼工程 

建设单位：河南山水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赟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德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科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马汝光、毕惠莉、张湘淞、赵明世、岳文峰、张二国 

郑亚伟、胡冬青、王静秋、孙俊文、吴来彬、王威 

70、项目名称：瀚海航城二期 B-03-02 地块 2#楼 

建设单位：河南瀚海港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埃德莫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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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71、项目名称：瀚海航城二期 B-03-02 地块 7#楼 

建设单位：河南瀚海港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埃德莫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王志军、赵旭东、王海丽、柳波、段文涛、王凌云、张硕凯、 

胡国勇、宋扬、元佳奇、王娜、焦锦程、温壮 

72、项目名称：广诚·美林府 1#楼 

建设单位 平顶山市睿辰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上海汇浦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河南诚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素军、马军尧、范军立、郝阳、刘洪军、马军峰、李博明 

魏东阳、李建伟、罗跃辉、贾光辉、肖芳 

73、项目名称：平顶山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实训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平顶山技师学院 

设计单位：平顶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河南中豫金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五建第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沙锴、刘彭涛、李生辉、刘岳飞、郑鹏飞、张慧珂、黄领全 

汪安逸、刘杰、杨秀生、罗世田、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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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项目名称：青岛朝阳西路东、薛泰路南 6#楼商住项目 

建设单位：青岛融创西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青岛东方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宾、李轶慧、许栋、孙耀宇、任昌国、王超、郑佳明 

高会、李忠东、杨忠顺 

75、项目名称：阳光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洛阳市河阳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博维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省豫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艺辉、韩克彬、金晓梅、金晓梅、陈耀东、张孝峰、 

胡少辉、谷光雷、钱铁成、张秋旺、张太鸣、张小静 

76、项目名称：青岛万达游艇产业园住宅区 C-2-2 地块项目 

建设单位：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进文、代启军、孙曼、陈文超、赵德彬、尚方剑、李卫功 

王志鹏、杨卓彬、张大庆、鞠鹏飞、李翔、王萧逸 

77、项目名称：青岛万达游艇产业园住宅区 C-2-4 地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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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青岛融创游艇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青岛华鹏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8、项目名称：日照爱情芳华里 19#楼 

建设单位：日照市东港区爱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孙涛、庙久玉、王杨波、高京爱、田友才、张博、崔伟 

宋园如、韩磊、李跃华、徐斌、李宗耀 

79、项目名称：日照爱情芳华里 21#楼 

建设单位：日照市东港区爱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孙涛、庙久玉、王杨波、高京爱、田友才、张博、崔伟 

宋园如、韩磊、李跃华、徐斌、李宗耀 

80、项目名称：洛阳伊水迎宾馆项目迎宾楼主楼 

建设单位：洛阳伊水河畔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德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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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赵艳辉、孔宁涛、杨言、徐剑锋、翟艳锋、徐力营 

徐德臣、刘瑞鹏、赵永威、周江波、韩宏哲、吴源 

81、项目名称：远洋沁山水花园 A 地块 3#楼 

建设单位：郑州远新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洋、陈善伟、白瑞耿、刘向阳、赖海兵、成志明、董琦 

刘俊龙、朱林、晁军营、李辉、崔妍 

82、项目名称：瀚海航城三期 B-06-01 7#住宅楼 

建设单位：河南瀚海港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埃德莫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崔方杰、赵庆吉、赵永艳、孟园园、殷杰培、刘占涛 

杨重阳、刘迪、郑坤、孙妍迅、王娜 

83、项目名称：瀚海航城三期 B-06-01 8#住宅楼 

建设单位：河南瀚海港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埃德莫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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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项目名称：碧桂园天汇里 26#商住楼 

建设单位：宁夏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宁夏城乡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孙学奎、马亮、秦刚、张乃记、陈鹏、马小平、曹建军 

潘兵、张保军、哈保军、王涛 

85、项目名称：碧桂园天誉名邸 6#住宅楼  

建设单位：银川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宁夏城乡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尹世玉、龙凯歌、杨伟林、张云宝、韩久翔、潘志鹏 

张晓毅、施苏卫、秦刚、王磊、马静海、范恩昌 

86、项目名称：银川臻园 13#住宅楼 

建设单位：宁夏优创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宁夏巨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博、雍娜、喻海伟、王凯、苏渊渊、闫旭、谷改明 

崔建洪、厉瑜、马进海、范恩昌 

87、项目名称：枫湖壹號项目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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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河南枫湖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尚宇、王文杰、杨海蓉、赵丽娟、王振光、赵志修、刘欢 

罗明轩、张奕君、张良、胡振江、李纪恒 

88、项目名称：枫湖壹號项目 3#楼 

建设单位：河南枫湖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孟永华、卢根献、杨海蓉、赵丽娟、孙焱、代绍正、王雪锋 

贾成立、朱俊波、赵振华、胡振江、张涛 

89、项目名称：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电子智能产业园二期综

合提升项目 4#厂房工程 

建设单位：鹤壁经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河南亿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梁鹏飞、黄双利、王辉、白利琴、刘红喜、赵贵增、闫昱豪、 

张亚、郑章锁、陈增宇、高旭芳、吴卫、刘长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