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2019 年度强化全面焊接质量管理
创建优秀焊接工程活动”一等奖名单
序
号

施工单位

项目名称
天津北疆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2×1000MW 超超临界火电机
组#3 机组
陕西府谷清水川煤电一体化项目电厂二期（2×1000MW） #4
机组安装工程

1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2

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中电四会 2×400MW 级燃气热电冷联产项目机组安装工程

4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榆能横山煤电一体化发电工程#2 机组焊接工程

5
6
7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
公司

京能十堰 2×350MW 热电联产工程
国家能源集团国电宿迁 2×660MW3#机组安装工程
国电蚌埠电厂二期扩建 2×660MW#3 机组安装工程

8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神华九江电厂 2×1000MW 新建工程

9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 2×1000MW #2 机组焊接工程

1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国投北疆二期扩建工程 2×1000MW 燃煤机组安装工程

1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神华富平热电新建工程项目

1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 2×1000MW#1 机组安装工程

1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华电芜湖电厂二期扩建项目 1×1000MW 机组工程 3 号机组

14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哈萨克斯坦 PKOP 奇姆肯特炼油厂现代化改造项目二期安装
工程

15

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

陕京四线输气管道线路工程 EPC 第四标段

16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17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

18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道公司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第一标段管道线路工程

19

四川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京四线输气管道工程第三标段内蒙古段

20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22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23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 LNG 替代工程-储罐项目

24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大魔方演艺中心项目

25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涪陵--长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26

武汉一冶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东明前海化工有限公司 12 万吨/年烯烃球罐项目

27

武汉一冶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姑嫂树路（三环线～发展大道）改造工程

28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 1#5100m3 高
炉工程

29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宝钢电厂 1、2、3 号机组烟囱环保适应性改造工程

辽阳石化俄罗斯原油加工优化增效改造 140 万吨/年连续重
整-抽提装置
中十四三元注入（一期）
、二元调配、注水、曝氧（一期）
、
变电、含油污水深度处理站工程

哈萨克斯坦 PKOP 奇姆肯特炼油厂现代化改造项目二期安装
工程（二标段）
浙江舟山液化天然气（LNG)接收及加注站项目一期工程
160000m3LNG 储罐焊接工程
南通港吕四港区广汇能源 LNG 分销转运站 16 万 m³储罐扩建
项目机械安装工程内罐焊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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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

30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金属结构工程分公
司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二期炼铁工程（二标段）

31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市开发路东延工程Ⅰ标

32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清镇职教城区（一期）市政道路工程龙凤大道项目

33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青山大桥工程

34

中铁六局集团太原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准朔铁路黄河特大桥工程

35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官厅水库特大桥

36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官塘大桥主体钢结构工程

37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鸭池河特大桥

38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宜宾金沙江公铁两用桥

39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钢桁梁

40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龙江特大桥钢箱梁

41

中建六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白浪河大桥摩天轮工程

42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光谷之星项目

4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核电建设分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台山核电厂 2 号机组常规岛土建工程

44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长沙市坪塘工矿棚户区改造暨旅游产业中心区项目冰雪世
界钢结构工程

45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靖江市文化中心项目

46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汉京金融中心

4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蚌埠市体育中心项目

48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朝阳区东三环北京商务中心区（CBD）核心区 Z12 地块项目

49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东北亚（长春）国际机械城会展中心

50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宁波国华金融大厦

51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理）

东西湖体育中心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

52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丽泽金融商务区 F02、F03、F05 地块项目

53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园博园建筑工程二标段项目

54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田湾核电站 3 号核岛钢结构工程

55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台山核电一期 1 号机组核岛安装主系统焊接工程

56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海阳 AP1000 核电二号机组波动管、主蒸汽管道焊接工程

57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福清核电厂 3、4 号机组常规岛凝汽器焊接工程

58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田湾核电站 3 号机组主管道焊接施工

59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液化天然气（LNG）接收及加注站项目一期工程 LNG
储罐设施（T-02-01）焊接工程

60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神华富平热电新建输煤系统安装焊接工程

61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刚果（金）ＲＴＲ尾矿回收项目一期工程

62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玻利维亚圣布埃纳文图拉糖厂项目

63

中国机械工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Yamal LNG 模块化建造项目

64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机建设（澳门）有限公司

澳门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心建造工程

65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机场旅客航站楼及综合换乘中心工程

66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永久办公场所项目 B 标段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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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硚口金三角项目 A 地块 6#办公楼（制安）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