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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强化全面焊接质量管理 

创建优秀焊接工程活动”优秀奖名单 

序

号 
施工单位 项目名称 

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华电江陵发电厂一期 2×660MW#2机组安装工程 

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天富发电厂一期 2×660MW#1机组安装工

程 

3 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 
大唐延安热电厂“上大压小”热电联产 2×350MW 2#机组

安装工程 

4 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 
深能保定西郊热电厂一期 2×350MW超临界燃煤机组项目 B

标段#2机组 

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枣庄八一热电公司煤矸石综合利用热电工程 

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能源建设有限公司 大唐长春第三热电厂背压机（2*B80MW）扩建工程 

7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能源建设有限公司 榆树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 

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晋能离石大土河 2×35万千瓦低热值煤热电联产工程#1机

组 

9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普安电厂 2×660MW新建工程#2标段 

10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新建项目一期 2×350MW超临界 2号机组 

1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国电蚌埠电厂二期 2×660MW二期扩建工程#4机组 

1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内蒙古京能五间房电厂一期 2×660MW机组工程 

13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国电兰州热电 2×350MW“上大压小”异地扩建工程#2机组 

1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宁夏电投西夏热电厂二期 2×350MW热电联产项目 

15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赫维利 1230MW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工程 

16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陕西商洛发电有限公司 2×660MW机组工程#1机组焊接工

程 

17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摩洛哥努奥三期 1×150MW塔式光热电站工程 

18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约旦侯赛因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工程 

19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烟台八角电厂 2×670MW超超临界#1机组焊接工程 

20 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轻合金材料项目热电部分Ⅰ标段

安装工程 

21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信友奇台电厂 2×660MW机组工程#1机组焊接工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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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段管道线路工程 

23 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陕京四线输气管道线路工程第三标段河北段 

24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西气东输三线中卫-靖边联络线工程站场工程 EPC 

25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建公司 萨南深冷装置调整改造工程 

26 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 盘锦压气站工程 

27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油建公司 长宁页岩气田集输气干线工程 B标段 

28 四川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克深至克拉 2联络线工程干线工程 

29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材公司 土库曼巴格德雷 B区东部气田预处理厂建设容器预制工程 

30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公司 杏二十六联合站一期工程 

31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茂名天源石化 10万吨/年丙烯项目中芳烃加氢单元高压管

道焊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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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施工单位 项目名称 

32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大修改造工程锆材管道焊接 

33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中安联合煤制甲醇及转化烯烃项目 35万吨年线性低密度聚

乙烯装置 

34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线路四标段 

35 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春风油田排 612区块 1×130t/h+1×75t/h燃煤注汽站（工

程)工艺电气部分 

36 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一标段） 

37 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输气干线工程（六标段） 

38 中石化中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原-开封输气管道（东明段）工程线路三标段 

39 中石化中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文 23储气库先导工程单井注气系统 

40 中石化中原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普光气田集气总站水洗脱氯工程 

41 中石化中原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输气干线工程五标段 

42 中石化中原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文 23储气库项目（一期工程）地面工程注采站 

43 北京燕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燕山分公司 170t/h高压锅炉超洁净排放改造工程 

44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石化（香港）洋浦成品油保税库项目配套码头工程管道

焊接 

45 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30万吨/年环烷基馏分油加氢

装置及配套工程 

46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 RAPID 项目蒸汽裂解装置 

47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RFCC石油炼化一体化项目 RFCC1重油催化裂化装

置 

48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RAPID炼油加氢项目 1220区柴油加氢装置 

49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董家口港-潍坊-鲁中、鲁北输油管道工程(一期)线路工程

(二标段) 

50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之星科研生产基地项目 

51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垦利石化输油管道工程 

52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滨州沾化区汇宏新材料有限公司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二厂

分解（前 100万吨）系统建筑安装工程 

53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能源动力分公司新建 8万 m3

转炉煤气柜工程 

54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宝钢一高炉 4#热风炉大修改造技术 

55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山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炼钢主车间工程 

56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精品基地项目 2050mm热连轧工程建安施工（一标

段） 

57 十九冶集团西昌设备结构有限公司 凉山州会东县雪山风电厂塔筒制造工程 

58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晋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炼铁系

统热风炉工程 

59 中铁九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市东一环快速路工程（第二标段） 

60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 8万台份铝合金专用车箱项目二期工程 

61 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淮萧客车联络线连霍高速特大桥 1－112m系杆拱 

62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宝成线黄许镇铁路货场扩建工程 

63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曹仲车辆段工程 

64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国家创新示范区有轨电车 T1线及关山大道市政

拓宽上跨南环铁路连续钢箱梁桥 

65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地铁 3号线二、三期工程双流西站 

66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站改造工程（站房、雨棚部分） 

67 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龙湖内环路跨北引水渠桥及其连接道路工程 

68 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通辽至京沈高铁新民北站铁路通辽特大桥钢横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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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施工单位 项目名称 

69 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市小北关街平改立工程 

70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梭鱼湾周边道路桥梁工程一标段 

71 
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钢结构

分公司 
滕俊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目钢结构工程 

72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连盐铁路右线跨蔷薇河、淮沐新河特大桥跨陇海线钢箱梁 

73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摄乐桥建设工程二标段 

74 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嘉闵高架（S32－莘松路）道路新建工程 

75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龙港大桥改建工程 

76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一期工程一标段项目 

77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红沿河核电厂二期 5、6号机组常规岛土建工程  

78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服贸及双创产业基地 

7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岛奥帆中心提升改造工程--陆域停船区改造工程（奥帆

文化中心） 

80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俊豪 ICFC项目 

8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钢结构工程 

8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三环路南段综合改造工程-野芷湖立交 

83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楼（总部营销中心项目、研发中心项目、项目管

理信息平台建设项目、设计中心项目） 

84 中建新疆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多晶硅一期

项目 

85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北辰新河三角洲项目 A3区建安工程 

86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成都锦城绿道项目 

8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光谷新世界中心 A地块（写字楼 A） 

88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第 8.6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

显示器件（TFT-LCD）项目阵列厂房  

89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山水六旗国际度假区 

90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韶关城投集团商务中心项目 

9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博物馆建设项施工总承包工程 

92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四标段项目 

9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无锡万达茂项目  

9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施工总承包  

95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保税物流中心（B 型）工程  

96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汇景发展环球中心项目  

97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肇庆市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 

98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99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夏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项目 

10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信金融大厦项目  

101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重庆南开两江学校 

102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核电工程 1号核岛钢结构工程 

103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福清核电站 3号机组主管道焊接施工 

104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福清核电 4号机组核岛工程 

105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田湾核电二期 4号机组核岛不锈钢大厚壁焊接工程 

106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半合青生产线搬迁

升级改造项目多品种车间安装工程 

107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600kt/a氧化铝技术升级提产增效

项目种分槽制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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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施工单位 项目名称 

108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蒙泰达拉特 90万吨/年铝板带项目 500KA电解槽制安

工程 

109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蒙泰达拉特 90万吨/年铝板带项目 500KA电解槽铝母

线制安工程 

110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投宁夏中卫热电厂 2×350MW工程项目主厂房钢结构工

程 

111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招远含砷难处理金银精矿催化氧化酸浸湿法冶金新工

艺体系及工业开发项目 

112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铝东南铜业铜冶炼基地项目工程 

113 柳州十一冶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靖西天桂铝业氧化铝工程溶出自蒸发器项目 

114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白俄罗斯斯韦特洛戈尔斯克纸浆公司年产 40万吨漂白硫酸

盐木浆项目 

115 中国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赛得利（九江）二期年产 16万吨差别化化学纤维项目原液

车间 MEI安装工程 

116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科威特 CFP清洁燃油项目 

117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东港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储罐安装工程 

118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安

装分局 
江西赣江新干航电枢纽泄水闸弧形闸门焊接工程 

119 广州市自来水制管有限公司 广州市北部水厂一期工程 

120 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安装工程公司 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钢管（SP）采购二标项目 

121 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安装工程公司 
津石高速公路 JSLQ4标千里堤特大桥及于村互通钢箱梁制

作工程 

122 
中国电建市政集团晋中综合通道潇河大桥钢

结构项目部 
晋中市综合通道工程潇河钢桥制造安装项目 

123 上海金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安联合煤制甲醇及转化烯烃项目气化装置气化及洗涤单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