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卷首语

报告说明

※    本报告数据来源于：
1. 国家及各级地方统计局公布数据：建安产值数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政策
2. 国家专利局：全国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数据。
3. 社会舆情数据：企业工程事故
4. 专业机构：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质量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建筑时报、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gineering News-Record）
5. 国家信息平台：国家企业工商信息公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6. 众标招投标大数据库：时时更新并覆盖全国 31 省，333 个地市以及 2856 个县的建

设项目。
※    本报告中项目数据的根据公开招标项目进行统计。
※    本报告涉及到所有金额的货币默认为人民币。
※    具体分析数据及图表含引述数据来源。
※    报告覆盖时间范围：2017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卷 首 语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 2017 年度发展报告》是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连续第二年编

撰的统计分析资料。

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需要了解自身，也需要了解市场，了解同行，了解全行业。

囿于行业统计体制及手段的限制，长时间来，会员企业无法得到较为系统的统计分析数据，

无法更好地拓展视野。

基于此，协会委托北京众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利用互联网、云平台、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手段，对建筑施工企业比较关注的若干大类问题，采集相关信息，进行数据处理，分

析形成观点，最终编撰成本报告，供会员企业和有关人士参考。

为方便阅读和理解，编撰时尽可能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力避单调枯燥的观感。由于

编撰行业发展报告尚在尝试探索之中，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有待于根据读者要求改进完善，

敬请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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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共 213953.96 亿元，其中江苏、浙江两省领跑全国各地区建筑业，
超过 2 万亿元，分别达到 27955.95 亿元、27235.82 亿元；江苏、浙江两省建筑业总产值共占全国
的 25.8%，比 2016 年减少了 0.52 个百分点；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增长除辽宁和宁夏外，增速均高于
2016 年。

201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农户，下同）631684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7.20%；
2017 年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 3648 亿元，比上年降低 19.0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0.58%，比
上年减少 0.19 个百分点。

政府投资热度区域分析

本报告对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建筑市场投资热度进行建模分析，将市场分成 A、B、C、D
四个投资区域。

全国建筑行业分析

近年来，上海的建筑施工企业外向度日趋提高，观察市场的视角应该更大。因

此，我们安排了本章节内容。

本章导言

1.1 政府投资 1

 1 数据来源住建部《2017 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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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建筑市场热度

全国建筑市场统计（本表按照地区字母排序）

政府投资发展趋势分析

本报告对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近五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农户）和建筑业总产值的
趋势进行研究：全国 25 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基本呈上升趋势。

地区
2017年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 /亿

与 2016
相比（%）

2017 年建筑
业总产值 /亿

与 2016
相比（%）

近5年固定资产投资（红色）
近5年建筑业总产值（蓝色）

安徽 28816.37 8.42% 6829.36 12.93%

北京 8307.33 5.31% 9736.71 10.13%

福建 26110.34 13.88% 9993.65 17.14%

甘肃 5696.35 -40.25% 1825.42 -6.26%

广东 37403.91 13.53% 11372.52 17.82%

广西 19908.27 12.78% 4210.07 22.06%

贵州 15288.01 18.24% 2932.96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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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17年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 /亿

与 2016
相比（%）

2017 年建筑
业总产值 /亿

与 2016
相比（%）

近5年固定资产投资（红色）
近5年建筑业总产值（蓝色）

海南 4125.40 10.10% 322.76 4.87%

河北 33012.23 5.34% 5655.96 2.51%

河南 43890.36 10.41% 10085.49 14.50%

黑龙

江
11079.65 6.20% 1560.07 -9.12%

湖北 31872.57 8.03% 13391.23 12.89%

湖南 31328.08 13.14% 8422.86 15.31%

吉林 13130.90 -4.66% 2218.97 -2.83%

江苏 53000.21 7.35% 27955.95 8.39%

江西 21770.43 12.34% 6166.81 19.07%

辽宁 6444.75 0.13% 3687.92 -6.08%

内蒙

古
13827.85 -7.16% 1122.19 -8.08%

宁夏 3640.12 -1.86% 549.21 7.42%

青海 3819.86 10.54% 406.78 -0.94%

山东 54236.03 3.57% 11477.75 13.78%

山西 5722.16 -58.71% 3566.57 7.48%

陕西 23468.21 14.62% 6227.47 16.85%

上海 7240.95 7.25% 6426.42 6.29%

四川 31235.89 10.65% 11400.34 14.46%

天津 11274.69 -11.62% 4262.35 -12.87%

西藏 1975.60 23.78% 147.92 32.93%

新疆 11795.64 18.15% 2428.06 7.52%

云南 18474.89 17.96% 4726.36 22.22%

浙江 31125.99 5.26% 27235.82 8.99%

重庆 17440.57 9.47% 7608.00 8.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统计范围：2013-2017 年五年 31 个省级行政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农户）、建筑业总
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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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总值相较于去年略有上升 ，西南部明显上升，华东平稳

201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6316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0%，增速呈
现下滑趋势；西南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明显上升；贵州、重庆、西藏、广东、广西、云南等增幅超
过 10% 以上；华东地区发展平稳，小幅度上升。

█ 建筑业总产值相较于去年稳步上升，中西部上升，东北地区下降

2017 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共 213953.96 亿元，同比增长 10.5%；西南地区相对增速上涨、东北
地区经济压力增加，部分省份呈现负增长；沿海省份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1.2 施工采购项目

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下同）2017 年签订合同总
额 439524.36 亿元，同比增长 18.10%，其中新签合同额 254665.71 亿元，同比增长 20.41%；完成
房屋施工面积 131.72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4.19%；完成房屋竣工面积 41.91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0.78%；
实现利润 7661 亿元，同比增长 9.66%。

2017 年全国通过公开渠道发布的施工采购项目达 57.25 万个，相对 2016 年下降约 4.6 个百分点。

2016、2017 年度 31 个省级行政区项目量（单位：笔）

数据来源：全国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6、2017 年度 31 个省级行政区施工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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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区分布分析

本报告选取全国 31 省级行政区 2017 年的施工采购项目进行分析：根据项目规模，划分为五个
梯度：100 万元以下、100 万 -1000 万元、1000 万 -1 亿元、1 亿 -10 亿元、10 亿元以上。分别统计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在不同的项目规模梯度的项目数量。图中圈半径越大，则表明项目量越多。

2017 年度 31 个省级行政区项目量分布（单位：笔）

数据来源：全国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 31 个省级行政区施工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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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7 年新增项目及各量级统计表（本表按照地区字母排序）

2017 年度全国施工采购项目中 93.29% 的项目规模在 1 亿元以下，其中 100 万 -1000 万元量级
的工程项目占比最高，已经达到 44% 以上；全国 10 亿元以上大项目主要分布在华东，以及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和华中地区部分省份超 10 亿项目相较往年有所上升，如云南、贵州、湖北、湖南。

大项目增长量分析

本报告对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施工采购项目中占比最高的 1-10 亿元及 10 亿元以上两个项目规
模梯度的项目进一步统计分析其增长量：项目量下降为绿色，项目量增长上升的为红色。 

地区 项目数量 /个 相较于去年对比 10 亿以上项目占比 1亿 -10 亿项目占比

北京 14281 31.04% ↑ 0.95% 6.30%

天津 4667 36.66% ↑ 2.68% 8.87%

河北 39177 29.04% ↓ 0.34% 2.39%

山西 12632 26.51% ↑ 1.07% 5.43%

内蒙
古

13328 18.98% ↓ 1.17% 3.47%

辽宁 15586 53.59% ↓ 0.89% 3.12%

吉林 6714 61.67% ↓ 1.64% 3.41%

黑龙
江

6565 3.71% ↓ 0.93% 3.70%

上海 11023 18.40% ↓ 1.68% 7.02%

江苏 60963 4.71% ↑ 0.71% 4.09%

浙江 44661 21.06% ↑ 1.53% 3.84%

安徽 26519 1.88% ↓ 1.01% 3.65%

福建 17148 6.73% ↓ 1.00% 4.18%

江西 21965 42.23% ↑ 1.05% 5.49%

山东 30948 67.42% ↑ 1.20% 5.79%

河南 19112 33.51% ↓ 1.25% 4.77%

湖北 21005 2.59% ↓ 1.59% 4.01%

湖南 21503 11.97% ↓ 1.34% 6.98%

广东 43321 33.51% ↓ 0.96% 4.63%

广西 20865 43.22% ↓ 0.67% 4.38%

海南 4877 28.80% ↓ 0.92% 5.17%

重庆 14711 2.24% ↓ 0.89%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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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项目数量 /个 相较于去年对比 10 亿以上项目占比 1亿 -10 亿项目占比

四川 10174 55.04% ↓ 3.29% 8.99%

贵州 17934 12.00% ↓ 3.24% 14.52%

云南 20580 31.48% ↑ 2.04% 5.23%

西藏 3190 42.47% ↑ 0.44% 2.85%

陕西 11494 5.32% ↓ 2.64% 7.08%

甘肃 11350 5.21% ↓ 1.22% 3.34%

青海 2413 61.89% ↓ 1.24% 2.74%

宁夏 920 50.05% ↓ 2.17% 5.54%

新疆 20059 68.53% ↑ 1.24% 4.38%

数据来源：全国各省份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项目规则在 1亿元以上的施工采购项目

项目细分类型分析

将全国建设工程按照常见的领域进行细分：

细分行业明细

商业综合

工业建筑

土地利用

轨道交通

文化体育

住宅建筑

地下空间

灯光亮化

旅游开发

医疗卫生

绿化园林

农田灌溉

水利建筑

发展战略

市政道路

行政办公

高架桥梁

市政管线

交通运输

公路建设

展览观演

环保工程

针对每一个细分领域对其项目量进行统计，其中文化体育、市政道路、公路建设、住宅建设占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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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项目细分行业分布（个）

2016 年全国项目细分行业分布（个）

各行业在 2017、2016 年的项目量统计表（按照占总项目量排序）

行业分类 2017 年占总项目量比 2016 年占总项目量比

文化体育  13.73%  14.25%

市政道路 11.36% 11.10%

公路建设 9.78% 8.57%

住宅建筑 9.58% 9.51%

市政管线 8.32% 7.90%



12 全国建筑行业分析

行业分类 2017 年占总项目量比 2016 年占总项目量比

环保项目 5.04% 4.62%

绿化园林 4.77% 4.67%

水利建筑 4.05% 4.00%

行政办公 3.98% 3.80%

农田灌溉 3.91% 3.76%

工业建筑 3.26% 3.56%

医疗卫生 3.03% 3.32%

商业综合 2.39% 2.53%

交通运输 2.16% 2.06%

高架桥梁 2.00% 1.83%

旅游开发 1.15% 0.98%

展览观演 1.14% 1.14%

轨道交通 0.87% 0.83%

土地利用 0.44% 0.35%

数据来源：全国各省份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 2016、2017 年度施工采购项目，根据其主要工程所符合的领域统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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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市

概  述

上海 2017 年总项目数量 17435 个，其中市政道路、文化体育、住宅建筑细分行业发展较好，
占了整体项目量近四成。2017 年固定资产总值 7240.95 亿，相较 2016 年上涨 7.25%。建安产值
6426.42 亿元，相较于 2016 年上升 6.29%。

行业分析

我们对 2017 年与 2016 年上海的项目按照数量最多的 10 个进行分析，发现整体上两年的项目
分布比较一致，主要都集中在市政道路、文化体育、住宅建筑三部分。

区域建筑行业分析

江浙沪地处长三角，地缘相邻，市场相通，江苏、浙江两省又是全国建筑强省。

将三地相关资料集中，有助于本市建筑施工企业知己知彼。因此，我们安排了本章

节内容。

本章导言

2017 年上海项目各细分行业项目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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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海项目各细分行业项目量（个）

2017 年采购人细分统计

数据来源：上海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6、2017 年度上海市施工采购项目

数据来源：上海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施工采购项目。其中政府指省市县级政府单位；学校指中小学、
高校、研究院等；企业指工商注册公司，医院指医院、医疗场所；合作社指农村合作社；
街道指街道居委会

采购人分析

对 2017 年上海施工采购项目的主要采购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主要采购由企业和政府主导，占
了项目总量的九成，其余由学校、医院、合作社、街道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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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十大项目中采购人主要是政府、企业主导的采购项目。

2017 年企业采购人前十位项目量统计

2017 年项目中标企业的分布

采购人 项目金额（亿）

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9.26 

上海新鸿基威万房地产有限公司 59.72 

上海闵行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5.47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4.91 

上海奉贤交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4.11 

上海尚鸿置业有限公司 13.93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64 

上海环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66 

上海公路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55 

上海临港新兴产业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0.40 

数据来源：上海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上海市施工采购项目中的企业采购人

参与企业分析

在 2017 年度上海公布施工采购项目中，有 8.7% 的项目由注册资本在 1 亿以上的企业承担。

数据来源：上海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施工项目中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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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十大中标项目

2017 年度十大项目中标人主要是大型施工企业，项目以市政基建为主。

项目名称 采购人 中标人                   金额（亿）

徐家汇街道 150-9、150-5-
A、150-5-B 地块（徐家汇中
心虹桥路地块）项目（暂名）
总承包工程（除桩基外）

上海新鸿基威万房地产
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72

宝山新城 SB-A-4 上港十四
区（上港集团宝山码头）产
业转型项目暨上港滨江城总
体开发建设项目 II 标段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91

上海现代汽车服务产业集聚
区（上汽长风）项目二标段

上海尚鸿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3.92

S11 地块住宅项目（不含桩
基工程）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13.78

森兰星河湾新建项目工程
（除桩基）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00

松江区南站大型居住社区
C18-43-01 地块项目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上海
汇德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1.91

临港重装备产业区 H36-02
地块项目（除桩基）

上海临港新兴产业城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0.40

军工路快速路新建工程Ⅰ标
上海公路投资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32

金山区金山新城 JSC1-0402
单元 1-08A-01 地块，金山
区金山新城 JSC1-0402 单元
1-08B-01 地块（一标）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申阳
（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协力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
司
北京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1

上港集团军工路地块开发建
设项目三标

上港集团瑞祥房地产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54

数据来源：上海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公开的施工企业中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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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浙江省

概  述

浙江 2017 年总项目数量 30171 个，其中市政道路、公路建设、文化体育、市政管线细分行业
发展较好，占了整体项目量四成多。2017 年固定资产总值 31125.99 亿，相较 2016 年上涨 5.26%。
建安产值 27235.82 亿元，相较于 2016 年上升 8.99%。

行业分析

我们对 2017 年、2016 年浙江的项目按照数量最多的 10 个进行分析，发现整体上两年的项目分
布比较一致，主要都集中在市政道路、公路建设、文化体育、市政管线四部分。

2017 年浙江各细分行业项目量（个）

2016 年浙江项目各细分行业项目量（个）

数据来源：上海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6、2017 年度上海市施工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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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采购人细分统计

采购人分析

对 2017 年上海施工采购项目的主要采购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主要采购由企业和政府主导，占
了项目总量的九成，其余由学校、医院、合作社、街道采购。

数据来源：浙江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施工采购项目。其中政府指省市县级政府单位；学校指中小学、
高校、研究院等；企业指工商注册公司，医院指医院、医疗场所；合作社指农村合作社；
街道指街道居委会

2017 年度十大项目中采购人主要是政府、企业主导的采购项目。

采购人 项目投资金额（亿）

浙江杭绍台铁路有限公司 176

杭州市市政公用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66

苍南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153

浙江台州市沿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38

杭州千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94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

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司 82

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81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8

诸暨市街亭镇人民政府 77

数据来源：浙江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施工项目，统计采购甲方公开发布的项目数量

2017 年企业采购人前十位项目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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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企业分析

在 2017 年度浙江公布施工采购项目中，有 5% 的项目由注册资本在 1 亿以上的企业承担。

2017 年项目中标企业的分布

2017 年十大中标项目

数据来源：浙江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施工项目中标企业

2017 年度十大施工采购项目中标人主要是浙江省当地施工企业，项目以市政基建为主。

项目名称 采购人 中标人                   金额（亿）

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一期 PPP
项目

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228.19 

杭州地铁 9号线一期工程土
建施工 SG9-2 标段土建施工
SG9-2 标段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5.41 

浙江乐清湾大桥及接线工程航
标施工及维护

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3.07 

万绣路车辆基地（SG-9） 万绣路车辆基地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78.14 

杭政储出【2015】36 号地块住
宅商品住宅（设配套公建）项
目二期

金茂置业（杭州）有
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63.93 

温州绕城高速公路北线二期工
程路面施工（第 06 标段）

浙江温州沈海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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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江苏各细分行业项目量（个）

项目名称 采购人 中标人                   金额（亿）

兰溪市桃花坞区块棚户区改造
项目

兰溪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兰溪市聚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45.50 

G228 宁海西店至桃源段公路工
程 PPP 项目

宁海县交通运输局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31.17 

杭政储出 [2014]24 号地块商
业商务用房续建工程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
限公司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30.00

台州市地下综合管廊一期工程
（台州大道段、市区段）PPP
项目预

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24.68

数据来源：浙江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2.3 江苏省

概  述

江苏省 2017 年总项目数量 47287 个，其中，市政道路、文化体育、住宅建筑细分行业发展较好，
占了整体项目量的三成多。2017 年固定资产总值 53000.21 亿，相较 2016 年上涨 7.35%。建安产值
27955.95 亿元，相较于 2016 年上升 8.39%。

行业分析

我们对 2017 年、2016 年江苏的项目按照数量最多的 10 个进行分析，发现整体上两年的项目分
布比较一致，主要都集中在市政道路、住宅建筑、文化体育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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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江苏项目各细分行业项目量（个）

数据来源：江苏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6、2017 年度江苏省施工采购项目

数据来源：江苏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施工采购项目。其中政府指省市县级政府单位；学校指中小学、
高校、研究院等；企业指工商注册公司，医院指医院、医疗场所；合作社指农村合作社；
街道指街道居委会

采购人分析

我们对 2017 年江苏省施工采购项目的主要采购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主要采购由政府、企业主
导，占了项目总量的八成，其余由学校、医院、合作社、街道采购。

2017 年采购人细分统计

2017 年企业采购人前十位项目量统计

2017 年度十大项目中采购人主要是政府、企业主导的采购项目。

采购人 项目金额（亿）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 1037.29 

南通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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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企业分析

在 2017 年度江苏公布施工采购项目中，有 4.8% 的项目由注册资本在 1 亿以上的企业承担。

2017 年项目参与投标不同注册规模中标企业的分布

2017 年十大中标项目

采购人 项目金额（亿）

宿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98.26 

江苏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8.99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160.86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 54.58 

盐城市交通运输局 53.26 

淮安市淮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6.67 

灌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5.41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42.72 

数据来源：江苏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发布日期在 2017 年度的施工项目，统计采购甲方公开发布的项目数量

数据来源：江苏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施工项目中标企业

2017 年度十大施工采购项目中标人主要是江苏当地施工企业，项目以市政基建为主。

项目名称 采购人 中标人 金额（亿）

新建盐城至南通铁路工程总承包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60.83 

宿迁市区 2017 年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二期工程

宿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宿迁市安华庭棚户区改造投资
有限公司

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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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采购人 中标人 金额（亿）

泰州市海陵区2017年棚户区（危
旧房）改造项目

泰州市海陵区住建局 泰州市惠民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121.00 

南京地铁七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
D7-TA02 标

南京市交易中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68.47 

溧阳市清安片区城镇化建设项目
政府购买服务

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溧阳市西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0.35 

江苏锡沂高新区 2018 年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一期工程项目政
府购买棚改服务

新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新沂市沭东新城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55.24 

盐城市快速路网 1三期工程 PPP
项目

盐城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
局有限公司

52.79 

灌云县 2017 年度棚户区改造项
目（先期启动地块）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

灌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灌云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4.98 

淮阴区 2017 年棚户区改造（一
期）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开

淮安市淮阴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淮安市广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江苏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4.43 

镇江市丹徒区 2017-2018 年棚户
区（危旧房）改造工程项目

镇江市丹徒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镇江市丹徒区恒瑞新市镇建设
有限公司

43.25 

数据来源：江苏省公开招投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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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年项目分析

上海 2017 年涉及施工总项目数量达 17435 个，相较于 2016 年小幅度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为 7240.95 亿，相较 2016 年上涨 7.25%；建安产值 6426.42 亿元，相较于 2016 年上升 6.29%。

上海建筑行业分析

本章节内容为对本市建筑市场和建筑施工企业若干要素的详细分析。

本章导言

2016、2017 年度各月施工采购项目（个）

数据来源：上海市全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6 年、2017 年度的施工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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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市全市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上海各区施工项目

3.2 全市各区项目分析

本报告统计 2017 年全市施工采购项目在各个区的分布情况。其中圆圈半径越大表明该区所施工
采购项目量越大。其中浦东新区、闵行、青浦、松江、普陀、宝山、黄浦等地区 2017 年项目量相较
2016 年度有所上升。

上海各地区项目量分布 区 项目量占比

浦东 23.61%

闵行 9.45%

青浦 7.47%

松江 6.78%

普陀 6.70%

宝山 6.69%

黄浦 5.43%

徐汇 5.01%

金山 4.95%

奉贤 4.94%

嘉定 4.88%

静安 4.04%

崇明 3.87%

杨浦 2.20%

长宁 2.01%

虹口 1.69%

闸北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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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资质分析

本报告统计 2017 年全市施工采购项目在各个区的分布情况。其中圆圈半径越大表明该区所施工
采购项目量越大。其中浦东新区、闵行、青浦、松江、普陀、宝山、黄浦等地区 2017 年项目量相较
2016 年度有所上升。

进沪施工企业主要资质统计图

本市施工企业主要资质统计图

数据来源：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告服务平台
统计范围：进沪会员企业各分类资质的数量

数据来源：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告服务平台
统计范围：本市会员企业各分类资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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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主要建筑资质本市和进沪企业数量统计（个）

经过统计分析后我们发现：本市企业在公路工程总承包、铁路工程总承包上相较于进沪企业偏弱。
但本市企业在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建筑工程总承包、建筑装饰装修总承包上具有优势。

主要建筑资质类型 资质等级 本市企业数 进沪企业数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 11 79

一级 157 180

二级 518 84

三级 1177 70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 0 11

一级 15 35

二级 24 39

三级 22 39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 2 19

一级 1 3

二级 1 3

三级 5 18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 3 14

一级 82 178

二级 405 141

三级 1153 76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19 35

二级 6 24

三级 0 0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5 32

二级 8 7

三级 0 1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52 120

二级 189 82

三级 702 82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207 169

二级 2498 170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2 1

二级 5 8

三级 74 6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11 14

二级 17 22

三级 248 62

数据来源：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统计范围：2017 年本市施工建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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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述分析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截止到 2017 年底总共有 490 家会员单位 。2017 年度，这些单位（不
含内设分支机构、参股控股企业）在全国中标情况分析如下：

会员企业分析

本章节内容为对本会会员企业若干要素的详细分析。会员企业指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企业，其中进沪企业会员的相关数据为其法人全部而非在沪部分。

本章导言

进沪企业和本市企业在全国招中标项目总量（个）

数据来源：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告服务平台
统计范围：2017 年度会员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承建的施工项目

4.2 会员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会员规模分析

本报告对会员企业的注册资本进行统计：将注册资本划分为七档：200 万元以下、200-500 万元、
500-1000 万元、1000-2000 万元、2000-5000 万元、5000 万 -1 亿元、1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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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企业注册资本分布

会员企业注册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全国企业工商数据
统计范围：会员企业

数据来源：全国企业工商数据
统计范围：会员企业

会员资历分析

会员企业的资历跨度非常大，我们将注册时间作为数据，进行细分。

因建筑施工企业注册资质要求，近一半企业的注册资本在 1 亿以上；其余少量装饰装修、设计
等建筑服务商企业主要注册资本在 500 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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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创新力分析

专利数量是衡量一个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报告对会员专利情况进行分析。专利分
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两大类，其中发明专利相对实用新型专利而言更具有技术创新性，故我
们将 490 家会员企业历年来的专利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建模。

其中发明公布代表该企业已提交该项发明，但还未正式接收授权；发明授权表明企业提交的该
项发明已经正式授权使用。

会员企业 2017 年各月申请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数量

2016 年会员企业专利获批类型分布图                          2017 年会员企业专利获批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信息查询
统计范围：会员企业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信息查询
统计范围：会员企业

通过对比发现，企业两年的发明主要集中在装置、支撑、基础等领域，为了进一步分析内容，
我们将提取到的前十个关键词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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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会员企业获批专利主要内容词云

专利关键词词频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信息查询
统计范围：会员企业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信息查询
统计范围：会员企业

通过对比发现，企业两年的发明专利获批类型差异较小。
为了进一步了解会员专利发明的主要内容，本报告对提取到的两万余条专利内容进行词频分析，

分析专利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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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企业名称 取得认定时间 所在地

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批 上海市

2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批 上海市

3 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批 上海市

4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批 上海市

5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批 上海市

6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批 上海市

7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批 上海市

8 江苏明福钢结构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批 江苏省

9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批 上海市

10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批 上海市

11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批 上海市

12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批 上海市

13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批 上海市

14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批 上海市

15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批 上海市

16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17 上海建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18 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19 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20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21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22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23 上海飞旗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上海市

24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北京市

25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批 北京市

26 美建建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批 江苏省

27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上海市

会员企业高新技术认定

2017 年度会员企业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有 45 家。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最多。

2017 年会员企业获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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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企业名称 取得认定时间 所在地

28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上海市

29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上海市

3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上海市

31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江苏省

32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江苏省

33 无锡金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江苏省

33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批 江苏省

34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35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36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37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38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39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40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41 苏州园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江苏省

42 上海浦东新区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上海市

43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北京市

44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江苏省

45 上海嘉展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批 江苏省

数据来源：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
统计范围：2015-2017 年底具有有效高新技术认定的会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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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协 2017 年全国建筑企业 500 强企业

根据 2017 年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的 2017 年全国建筑企业 500 强排名显示，本会会员企业入围
建筑企业 500 强共有 56 家，相较于 2016 年新增 2 家单位。本报告综合其中会员企业排名情况如下：

      会员单位名称
2017 国内建筑企业

500 强排名
2016 国内建筑企业

500 强排名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 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 2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7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27 23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38 99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 31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0 36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1 267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3 45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 49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4 194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5 82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 278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 270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97 66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3 —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11 76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2 84

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4 95

上海星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8 —

4.3 会员企业国内外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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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单位名称
2017 国内建筑企业

500 强排名
2016 国内建筑企业

500 强排名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129 10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33 104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135 106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42 11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42 112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6 141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177 14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99 172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3 176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205 178

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8 184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211 187

浙江万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6 192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9 196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22 201

浙江宝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8 230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253 237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5 239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60 245

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8 240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70 241

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 297 275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300 280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3 297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319 306

南通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45 333

江苏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0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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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承包商 80 强

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中国《建筑时报》两家权威媒体合作举办的 2017ENR/ 建筑时报“中
国承包商 80 强和工程设计企业 60 强”。本报告综合其中会员单位获奖情况如下：

ENR’s 2017 Top 250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会员单位名称 ENR’s 2017 ENR’s 201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是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是

上海星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是 是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会员单位名称
2017 国内建筑企业

500 强排名
2016 国内建筑企业

500 强排名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3 400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8 430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84 467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98 360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427 408

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7 484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1 488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3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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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会员企业与外省其他对标企业

本专题我们选择会员企业中的两家企业与其他同省市相同企业对比。

企业 类别 项目数 主要项目分布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 会员企业 667
上海 北京 江苏 浙江 广东

331 75 53 50 41

上海建工集团 会员企业 1954
上海 河北 浙江 江西 广东

1214 191 106 65 40

北京城建集团 北京对标企业 1583
北京 河北 辽宁 山西 江苏

1129 57 41 38 33

云南建投 西部对标企业 1071
云南 贵州 安徽 四川

964 24 15 10

陕西建工 华北对标企业 1235
陕西 安徽 河南

1070 30 31

                 会员单位名称 ENR’s 2017 ENR’s 2016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是 —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是 是

数据来源：E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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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建筑材料 — 建筑装饰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各类隧道及附属结构

的设计与施工

董事长 陈代华 董秘 --

法人代表 陈代华 总经理 郁志桐

注册资本 30.00 亿元 员工数

控股股东 北京市人民政府 股票信息 --

对外投资企业 98 个 是否上市 否

专利信息 249 个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建筑材料 — 建筑装饰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各类隧道及附属结构

的设计与施工

董事长 徐征 董秘 李胜

法人代表 徐征 总经理 卞家骏

注册资本 89.04 亿元 员工数 33015

控股股东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股票信息 上海建工（600170）

对外投资企业 71 个 是否上市 是

专利信息 548 个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建筑材料 — 建筑装饰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各类隧道及附属
结构的设计与施工

董事长 张焰 董秘 田军

法人代表 张焰 总经理 周文波

注册资本 31.44 亿元 员工数 9659

控股股东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股票信息 隧道股份（600820）

对外投资企业 28 个 是否上市 是

专利信息 49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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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建筑材料 — 建筑装饰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各类隧道及附属结构的设

计与施工

董事长 张义光 董秘 --

法人代表 张义光 总经理 张义光

注册资本 51.00 亿元 员工数

控股股东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委员会 
股票信息 --

对外投资企业 72 个 是否上市 否

专利信息 69 个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各类隧道及附属结构

的设计与施工

董事长 陈文山 董秘 --

法人代表 陈文山 总经理 刘国强

注册资本 271.76 亿元 员工数

控股股东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票信息 --

对外投资企业 53 个 是否上市 否

专利信息 6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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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事故与处罚

事故分析

2017 年会员企业在全国共发生施工事故 69 起，其中在本市共发生 9 起，相较于 2016 年发生事
故数量明显下降。

区域建筑行业分析

会员企业 2017 年在本市发生事故统计（起）

会员企业在 2016 年、2017 年全国各月发生事故统计（起）

数据来源：全国工程事故公布信息
统计范围：涉及到会员企业在上海的事故

数据来源：全国工程事故公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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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员企业处罚通告进行词频分析的词云图

数据来源：全国工程事故公布信息
统计范围：2017 年度已发布的信息中涉及到的关键词

对事故原因的关键词出现的词频（即该词语出现的次数，出现越多该关键词字号越大）进行分
析发现：

2017 年具有明显事故问题出现在：高处坠落
处理手段相关法律通报
初步判断可以得出：过去两年内，会员企业主要的事故在高空作业不当，或者设备、器械、人

员坠落导致的事故。而这些操作绝大多数是因为施工单位安全教育工作不到位、检查不彻底以及惩
处力度不够。



46 安全与质量

会员企业 2017 年在本市发生事故统计（起）

数据来源：全国工程事故公布信息
统计范围：会员单位在全国各地区接受处罚的情况

处罚分析

2017 年会员企业在施工项目管理方面共收到行政处罚 154 起，整体处罚次数相较 2016 年有明
显下降。

累计处罚次数 5 次以下的企业近八成，其中这八成企业中一半以上企业只受一次处罚。

会员企业 2017 年在本市发生事故统计（起）

数据来源：全国工程事故公布信息
统计范围：根据会员企业发生的处罚数量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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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程质量

本报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工程质量与安全奖项，统计会员企业的获奖情况。
注：下列所统计的会员企业获奖不包括其分子公司及投资公司获奖。

序 奖项名称
奖项项目

总数（个）

会员获奖项目

数（个）

1 2016-2017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238 76

2 2016-2017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 44 12

3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22 4 

4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540 154

5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境外工程） 21 2

6 2017 年度建设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奖 126 28

7
2016-2017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市

优质工程）
183 183

8 2017 年上海市建设工程绿色工地样板工程 115 115

2016-2017 年度鲁班奖

2016-2017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获奖项目共 238 项，其中会员企业获奖项目共计 76 项。

项目名称 获奖企业 建设类型

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 ( 一期 ) 项目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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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获奖企业 建设类型

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 ( 一期 ) 项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北外滩白玉兰广场办公塔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铂金大厦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无锡王兴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一期工程 - 佛顶宫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黄浦江沿岸 E18 单元 1-8 地块商业办公用房
项目塔楼 3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研发中心工程（中国银联三期项目）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南桥中企联合大厦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久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新建青年职业学院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国商飞总部基地（一期）工程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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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获奖企业 建设类型

中国商飞总部基地（一期）工程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及心血管病综
合楼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御桥小区 B地块 16-02（H 块）商业项目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1600 工程”Ⅱ期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915”工程项目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1817 工程教学综合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G14 青奥城地块（会议中心）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安徽名人馆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炼钢工程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渤海银行业务综合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成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当代艺术馆与城市规划展览馆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敦煌大剧院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高检院 582 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光谷同济医院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哈尔滨大剧院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海安县文化艺术中心 上海森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海淀区北部文化中心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杭政储出 [2007]55 号地块办公、商业金融
用房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单位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杭州市紫之隧道（紫金港路～之江路）工程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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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获奖企业 建设类型
合肥滨湖新区方兴大道（包河大道～福建路）
工程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合肥枢纽南环线合肥南站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和平里花园Ⅱ期 1栋 、2A 栋、2B 栋、2C
栋及地下室工程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河西地区综合性医院（河西儿童医院）-门
诊医技病房楼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河源市图书馆新馆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参建单位

恒隆广场·大连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建昌至兴城高速公路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新营业办公大楼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中心及外系统建设工程 上海弘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乐昌至广州高速公路大瑶山一号隧道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连云港市档案馆、城建档案馆迁建工程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临夏折桥至兰州达川公路土建工程 ZD2 合同
段刘家峡大桥工程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鲁能领秀城商业综合体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南昌地铁大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工程 T2 航站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南京市梅子洲过江通道接线工程 -青奥轴线
地下交通系统及相关工程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宁夏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秦皇岛金梦海湾 2号 3号地块住宅项目一期
工程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综合楼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仁恒滨河湾一期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仁恒江湾城四期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融科智地联想园区 B座综合办公楼等 4项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三期、花桥国际商务城博
览中心新展馆工程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苏州现代传媒广场项目总承包工程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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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获奖企业 建设类型

太平金融大厦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天津大学新校区公共中心区工程（主楼、图
书馆、体育馆）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无锡地铁 1号线控制中心及配套工程 无锡金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翔宇大厦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新建宁波铁路枢纽北环线工程甬江特大桥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新建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新疆电力调度信息中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新疆高端人才服务大厦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场馆建设及配套服务
区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信息工程大学综合实验演训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徐州市三环北路高架快速路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研发中心（会展中心、办公楼及地下车库）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盐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工程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单位

洋唐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A09、B05 地块
地下室及上部主体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浙江乐清农村合作银行营业综合楼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浙江音乐学院建筑工程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单位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T2航站楼、
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及塔台小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国人寿陕西省分公司综合楼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国少年儿童科技培训基地地下部分等 4项
（中国少年儿童科技培训基地）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参建单位

中海油能源技术开发研究院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航技研发展示中心工程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承建单位

珠海横琴新区市政基础设施 I标段城市综合
管廊工程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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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鲁班奖（境外工程）

2016-2017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获奖项目共 44 项，其中会员企业获奖项目总
计 12 项。

项目名称 获奖企业 建设类型

厄立特里亚科卡金矿项目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圭亚那乔治敦万豪酒店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柬埔寨金边港新建集装箱码头一期工程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阿尔及利亚康斯坦丁 3000 座天顶型剧院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阿尔及利亚康斯坦丁万豪酒店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埃塞俄比亚 Addis-Adama 高速公路项目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博茨瓦纳迪卡通大坝工程输水管线及其他
配套工程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刚果（布）布拉柴维尔体育中心主体育场
工程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马来西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阿布贾至卡杜纳
段工程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沙特南北铁路 CTW200 标段工程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越南胡志明市欢乐谷（happy  valley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单位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共 22 项，其中会员企业获奖项目总计 4 项。 

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重庆神华万州电厂 2×1050MW 新建工程 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工程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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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无锡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王兴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昌轨道交通 1号线一期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2016-2017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共 540 项，其中会员企业获奖项目总计 154 项。

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处理中心 3# 楼工程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久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警政治学院教学大楼工程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上海宝山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 1# 仓库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理工大学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基地 （先进制造技术大楼）
工程

江苏沪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银路（阿克苏路 -湖区一路）新建地下公共停车库工程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丁香路 778 号商业办公楼工程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金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晋合 •湘水湾一期高层住宅工程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海航总部办公楼项目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上海）三期新建项目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设计大厦工程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盛世花园四期 A楼工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迪士尼乐园配套项目酒店二工程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虹桥商务核心区 09 地块Ⅲ -D0207 地块三湘湘虹广场工程
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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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清水湾花园三期工程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电奉贤南桥新城能源中心项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轻纺城省级通信机楼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S区（南区）工程 " 上海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淘宝城”二期 C1# 楼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广播电视新中心东区主楼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淮北平山电厂 2×660MW 超超临界机组新建工程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 2030mm 冷轧一部工程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炼铁工程（1# 高炉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宝盛大厦 A 浙江宝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工程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外科住院楼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博世（东海）夏季试车场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创意产业基地二期 C楼及人防地下室 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东滩启动区市政道路（一期）工程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亿合现代城一标段商业中心及地下室工程 
上海唯中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东莞篮球中心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耿湾禅意小镇（灵山五期工程）H组团 （酒店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元万达广场项目嘉华酒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国际城四期 65#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哈西万达广场地块一 A1 号楼（酒店）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海口希尔顿逸林酒店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螺国际大酒店扩建及海螺大厦工程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彩虹快速路滨江段隧道工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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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快速路综合建设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建筑科技研发中心中德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及 2号楼工程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厚街万达广场 1幢商业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万达广场一期工程（万达文华酒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润宜昌猇亭“上大压小”热电联产新建工程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新工厂三期项目车身车间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办公楼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侨城纯水岸四期（75#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华为荔枝园员工宿舍 1-3 号楼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信洋浦石油储备基地项目（一期工程）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佳木斯万达广场（商业）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经投商务大厦工程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 F级 2×475MW 燃机二期扩建
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大厦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教学科研综合楼等三项（活动中心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地大厦 AB 座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华万达广场 3# 楼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津源信德西青辛口镇一期 18MWp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京东方集团运营与研发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京东方重庆第 8.5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城区医院一期工程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荆门市政务服务中心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天津）有限公司 3500 发动机及发电机组组装厂
项目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凯德广场涪城二期工程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科创中心 B地块工程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科研楼（计算科学及应用能力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昆钢科技大厦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同德广场 A6 地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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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昆明西山万达广场 A区大商业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兰江山第花园一期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新疆段）达坂城湿地特大桥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大厦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鲁能星城九期 1号 -4 号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体育中心—会展中心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万达茂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二期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移动通信综合楼工程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至高淳城际轨道南京南站至禄口机场段工程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华润中心南写字楼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华润中心幸福里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宁青秀万达广场西地块（大商业）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宁市五象湖综合配套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新航站区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航站楼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南宁英华大桥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江海大道东段快速化改造工程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80 万吨煤制甲醇及转化烯
烃一期 60 万吨甲醇项目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绕城高速公路东段清水浦大桥工程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宁波 -舟山港梅山保税港区 1#-5# 集装箱泊位水工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岛欧亚中心工程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至兰州公路（宁夏境）东山坡至毛家沟高速公路六盘
山隧道工程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曲江国际大厦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仁恒江湾城二期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融侨江滨广场（酒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 12 英寸闪存芯片项目—生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快速干道工程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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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冷连轧技术改造项目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高速集团高新基地办公楼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西铜高速公路渭河特大桥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招商局广场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南站市政交通工程（一期工程）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审判综合楼工程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省道 204 线渠县过境段渠江大桥及引道工程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嵊州市新医院（市人民医院易地迁建）项目Ⅱ标段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数据产业园综合楼（二期）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港太仓港区三期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太行屋脊隧道工程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塘承高速公路二期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腾讯成都大厦工程 A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天津南港工业区红旗路互通式立交桥工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迁址新建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通威广场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万达广场 6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温州国脉大楼工程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苏宁广场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云蝠大厦工程 
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江汉六桥主桥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英特宜家购物中心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大明宫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避寒山庄一期（洲际度假酒店）工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湘潭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沪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大准至朔黄铁路联络线工程朔州隧道工程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合肥至福州客运专线（闽赣段）I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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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新建铁路北同蒲韩家岭至原平线应县至原平新建取直线工
程雁门关隧道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门诊医技住院大楼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龙广场（盐城城南·南纬商务中心）D2 号楼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宿州万达广场四区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高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工程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兖州兴隆文化园二区体验楼工程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燕赵大厦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宜兴八佰伴购物中心工程 华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音乐厅工程（音乐厅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永泰·香福汇项目一号地商业综合体—A区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都龙矿区 8000t/d 选矿扩建项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云南金茂丽江君悦酒店工程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环宇总部大楼工程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惠济万达广场（1号楼）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综合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置地广场（南区）商业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工程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常熟世联书院（培训）项目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安全技术研究院工程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营运大楼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园区建设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武汉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改造二期工程 上海第一海洋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津大厦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集团客服中心（合肥）项目一期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中海油天津研发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化泉州 1200 万吨 /年炼油项目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南海湾新城 A区公建二期及地下室工程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国金中心 T2 塔楼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舟山港航国际大厦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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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珠海横琴总部大厦 (一期 )工程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公寓式酒店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珠江新城 F1-1 地块商业办公楼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6-2017 年度优质工程奖（境外工程）

2016-2017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奖共 21 项，其中会员企业获奖项目总计 2 项。 

获奖工程 获奖企业

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改扩建项目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新加坡裕廊船厂大士南一期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建设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奖

2017 年中国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奖获奖项目 126 项，其中会员企业获奖 28 项。

会员企业 获奖工程 奖项等级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层建筑施工智能集成平台研发与应用技术 一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牛首山现代大型宗教建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等奖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扣件式钢管高大承重支架安全控制技术体系及应用 二等奖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层建筑施工关键技术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基于溜管快速浇筑的深基础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 二等奖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土压平衡盾构土层留壳地下接收及其解体关键技
术研究

二等奖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大型主题乐园项目综合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二等奖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超高层建筑单片式钢板 -高性能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施工关键技术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宁夏国际会议中心关键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三等奖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深基坑地下水危害防控技术 三等奖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跨度铁路钢箱混合梁斜拉桥钢混结合段及索塔
钢锚箱制造技术研究

三等奖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受限空间下大型铝板拉伸机设备安装技术 三等奖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铺面新型沥青注浆修复成套技术 三等奖



60 安全与质量

会员企业 获奖工程 奖项等级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桩 -加固土 -锚组合软土深基坑支护施工关键技术
研究

三等奖

装配式新型模架体系研究与应用 三等奖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马蹄莲花型仿生节能建筑设计建造技术 三等奖

超宽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施工关键技术 三等奖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城庆广场、科技教育综合馆建筑群综合施工
技术

三等奖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跨铁路悬灌预应力混凝土 T构转体关键技术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盛京金融广场基坑及基础工程关键施工技术研究
与应用

三等奖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 BIM 的带异形连桥超高层钢框架—支撑结构建
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三等奖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废弃油井地热能改造综合利用应用研究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国际赛马场高大边坡防护关键技术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整体隔震大型博物馆施工关键技术 三等奖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双层低温保冷储罐工程施工关键技术 三等奖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超高大跨度预应力扇形钢屋盖综合施工技术研究 三等奖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复杂地质条件下土压平衡盾构下穿城市老旧建筑
物施工影响与对策研究

三等奖

组合梁桥上部结构施工安全防护体系设计与实施 三等奖

2017 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市优质工程）

2017 年度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发布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获奖工程共 183 项，涉及
会员企业 70 家，其中本市企业 35 家，进沪企业 35 家。

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1 上海华电大厦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洲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 国新控股大厦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启东华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杰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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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3
国家电网世博园区 

办公楼项目（3 号楼）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海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4
国家电网世博园区 

办公楼项目（4 号楼）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5
上海船厂 ( 浦东 ) 区域
2E3-1 地块项目 - 塔

楼 T2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
上海船厂 ( 浦东 ) 区域
2E5-1 地块项目 -1 区

（T1 塔楼及裙房）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
上海船厂 ( 浦东 ) 区域
2E5-1 地块项目 -2 区

（T2 塔楼及裙房）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改造工程 A 楼

装饰工程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 中国黄金大厦（南楼）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志佳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0 中国黄金大厦（北楼）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志佳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1
徐汇滨江 xh129B-02
地块项目办公 A 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龙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徐汇滨江 xh129B-02
地块项目办公 B 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
上海音乐学院零陵路
校区学生公寓及校园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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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配套设施项目新建学
生宿舍

14 华东医院扩建新楼项目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5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
喉科医院异地扩建工

程医疗综合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一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16
松江佘山北大型居住
社区 34A-03A 地块项

目 3# 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鸿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东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7
松江佘山北大型居住
社区 35A-01A 地块项

目 5# 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8
松江佘山北大型居住
社区 35A-01A 地块项

目 10# 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东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9
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图

书馆改扩建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0 上海红宁护理院项目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广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1
中设集团上海中心一

号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一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合济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2
汉口路 50 号大楼修缮

改造项目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一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3 仁恒世纪公寓 4# 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东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东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4 仁恒世纪公寓 7# 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东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东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5
上海世纪大道 SN1 地

块 T1 塔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一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常州市华一防静电活动地板有限公司 
上海凯通实业有限公司

26
上海世纪大道 SN1 地

块 T2 塔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强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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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27
上海世纪大道 SN1 地

块 T3 塔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锦信电机工程有限公司

28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
区周康航拓展基地

C-03-02 地块动迁安
置房项目 -3#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世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9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
区周康航拓展基地

C-03-02 地块动迁安
置房工程 -7#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钰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改扩建工程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天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31
浦江镇 125-3 地块工

程 1# 楼酒店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开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2

松江佘山北大型居住
社区 46A-03A 共有产
权房 ( 经济适用房 ) 项

目工程 3#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钰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3

松江佘山北大型居住
社区 46A-03A 共有产
权房（经济适用房）项

目工程 14#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钰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4

松江佘山北大型居住
社区 49A-05A 共有产
权房（经济适用房）项

目工程 1#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煦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5 好家福改扩建商办项目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无为县百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6
上海市胸科医院科教

综合楼工程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众匠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7
上海由由东岛广场

（JD01 酒店）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世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
上海市白龙港污水处
理厂改扩建除臭系统

工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金剑环保有限公司 
上海天企环保设备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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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39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
区周康航拓展基地

C-04-01 地块 1#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世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0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
区周康航拓展基地

C-04-01 地块 2#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世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1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
区周康航拓展基地

C-04-01 地块 3#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世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2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
区周康航拓展基地

C-04-01 地块 4#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钰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3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
区周康航拓展基地

C-04-01 地块 6#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钰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4
铜山街旧改南块项目

4# 楼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常晓安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45 大世界保护修缮工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6
金桥地铁上盖保障房基
地（一期）项目 2# 楼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崇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卧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7
金桥地铁上盖保障房基
地（一期）项目 3# 楼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崇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卧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8
金桥地铁上盖保障房基
地（一期）项目 5# 楼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崇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卧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9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扩
建三期工程 SW2 标段

-- 图书馆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巨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扩
建工程东航基地（西

区）二期配套工程项目
（南区）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海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洋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51
上海市普陀体育馆改

扩建项目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常真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华昇消防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普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2
北蔡 105 街坊 13-02 地
块新建项目（文体楼）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三河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住总金属结构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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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53

精细化工与先进高分
子有机材料综合研究
保障平台 - 分析测试

综合保障平台工程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五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中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天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4
东方商厦整体调整装

修工程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澳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仕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繁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海门市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5
罗汉松科技研发楼建

设项目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富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企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兴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6
逸仙路公交停车场改

建工程 -- 交通业务楼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伦明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若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龙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7
万科南站商务城二期 

(a-05 地块 ) 项目 T1 楼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兴法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58
嘉定区马陆镇新成路以
东、叶城路以南（18-1）

住宅项目 5# 楼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轶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浙江环宇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9
上海建工医院病房楼

改建项目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晃空调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企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 中国海运大厦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金粤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1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

学院综合大楼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也建筑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沪港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象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2
嘉定区马陆镇新成路以
东、叶城路以南（17-
01）住宅项目 3# 楼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轶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浙江环宇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仕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63
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工
程 ( 闵行浦江段 )4 标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

64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
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

心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园林景观工程

65
上海五号沟 LNG 站扩
建二期工程（T01、

T02 储罐）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建筑工程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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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32#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柏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34#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中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36#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柏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37#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柏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23#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中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24#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中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26#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民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
枫泾桃源名庭项目

-35#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中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 静安梅村基地工程 T3 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75

中国 - 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

训基地项目 ( 学员及专
家宿舍楼 )

中建七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叠加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中翼建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76
石泉社区 A11-8 地块
动迁安置房项目 6# 楼

中建七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煦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7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
期）01 地块虹桥丽宝

广场（北）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南晓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绿政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文迅电子有限公司

78
卢湾区第 65 街坊徐家
汇路 258 弄地块（北区）

北塔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世家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达实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79
周家渡 01-07 地块项

目 1# 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0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乐
大型居住社区 F07-02

地块 1# 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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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科研仿真楼建设项目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江苏东大金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辽宁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海建筑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龙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信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2
上海财经大学新建主

校区 
体育馆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隆波空间结构有限公司 
上海威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长住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83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新建科研设

计生产用房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84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
山深水港四期工程码

头工程标段、道路堆场
工程标段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嘉兴中煤重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5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街道 163 街坊 2 丘地块
（盘古路 927 号）商品

住宅项目 2# 楼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钧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溧阳市恒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江苏万顺安装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86
平凉街道 23 街坊商办

项目 L 楼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徽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盛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87 凤凰景苑商品住宅 25# 房 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8 凤凰景苑商品住宅 16# 房 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龙南佳苑 7 号楼 上海汇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0
绿洲康城项目（E15 地

块 8-12 标）28# 楼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91
绿洲康城 E-14 储备地
块公建配套项目社区

服务用房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92
张江高科技园中区

C-12-3 地块 25# 楼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93

新建松江区洞泾镇新
农河 2 号 -1 地块商品
住宅项目 1、2、3、11

号楼（群体）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94
新建马桥基地

16A-07A 地块住宅项
目 28# 楼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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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新建马桥基地

16A-07A 地块住宅项
目 26# 楼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96
嘉定区徐行镇 16-01

地块 2# 楼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97
新建马桥基地
16A-07A 地块 

住宅项目 27# 楼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98
松江区方松街道

SJC10008 单元 05-06 号
地块5、6、7、8#楼（群体）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99
上海浦东国际供应链管
理平台项目（通用厂房）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鸿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上海浦东国际供应链管
理平台项目（中转仓库）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永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1
新建复旦大学附属中
学青浦分校高中部教

学楼
华亮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02
新建复旦大学附属中

学青浦 
分校初中部教学楼

华亮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03
新建节能型电梯、自动
扶梯及配套厂房 - 综

合厂房

上海金安泰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104
柘林镇 F8 安置基地

03-01 
地块项目 10# 房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

105
四团镇“三线”宅基地

置换项目 1# 楼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德士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安威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06
四团镇“三线”宅基地

置换项目 2# 楼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德士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安威消防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07
奉贤中学实验楼新建

工程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巧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8
上海交通大学新建闵
行校区农科创新大楼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 ——

109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扩建
三期工程（机自学院）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盈硕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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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扩
建三期工程 ( 材料学

院、通信学院、土木学
院通用实验用房）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中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尧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1
宝山区大场镇文海路东
侧配套商品房 12# 楼

上海江杰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扬州华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名就门窗有限公司

112
上海统一企业饮料食

品有限公司建设 PET、
TP、TR 饮料生产线项目

上海森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113
高桥镇凌桥社区 11-3
地块高桥养护院项目

上海港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高创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望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4

嘉定新城宝塔路以南、
胜辛路以西（B21-1、
B22-1）地块商住办项

目 2 标 18# 房

上海嘉定娄塘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

吉林东煤建筑基础工程公司 
上海划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15
水泥基轻质保温板材

料研发生产基地 2# 楼
上海海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16 由由医技研发厂房装饰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

117
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一

号医学科研楼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

118
新建商品住宅、商业、
商办用房项目（33-02

地块）13# 楼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19
松江区佘山北大型居
住社区 19A-08A 地块

项目 2# 楼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安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20
松江区佘山北大型居
住社区 19A-08A 地块

项目 9# 楼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安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21
威宁路办公楼项目 -

办公楼
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装饰实

业有限公司

上海建顺劳务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上海信安幕墙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华燕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22
新建月浦镇沈巷社区

公共服务中心二、三期
项目

上海新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公司 
上海函歌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三河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23

嘉定区南翔镇槎西路
以西、金通路以南住宅
（三期、四期）项目

2# 楼

上海金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升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富成门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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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高东镇新高苑 - 东苑

征收安置房项目Ⅰ标 1
号房

上海住陆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

125
高东镇新高苑 - 东苑

征收安置房项目Ⅰ标 4
号房

上海住陆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

126
张江南区配套生活基地
A3-04 地块（群体）

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三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正兴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
森兰外高桥 A12-1 地

块商品住宅项目（群体）
上海龙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龙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龙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善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华一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开捷门窗住总有限公司 
上海真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28
新建华漕闵北商业 E2
地块惠群广场商业办

公楼项目 -D 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金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29

嘉定云翔大型居住社
区动迁配套基地 29-04
地块住宅及配套设施
工程（三标）18# 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美美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合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基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上海鼎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0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青浦基地迁建

项目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明唐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华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1

宝山区大场镇
W121301 单元 34-03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1# 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欣华玻璃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2

宝山区大场镇
W121301 单元 34-03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4# 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阜邦幕墙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133

宝山区大场镇
W121301 单元 34-03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6# 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阜邦幕墙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134

宝山区大场镇
W121301 单元 34-03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7# 楼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欣华玻璃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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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马陆镇 43-05 地块建造
普通商品房项目 7# 楼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迪探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康奥保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6

上海临港普洛斯国际
物流园 G 地块物流仓

库项目（G3、4 仓库，
2# 门卫，围墙）G3、

4 仓库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

137
风荷丽景尚城四期工程

6# 楼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38
绿中海明苑 A 地块

-3# 楼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苏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信拓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9
阳明花园二期一阶段

10# 楼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三惠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40
绿洲康城 E15 地块

8-12 标 
30# 楼

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奥保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1
绿洲康城 E15 地块

8-12 标 
32# 楼

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奥保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2
青浦区徐盈路 B4-01

地块 
项目 17# 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祥龙虞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43
唐镇新市镇 D-04-14

地块（仁恒东邑雅苑）
住宅 6 号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4
唐镇新市镇 D-04-14

地块（仁恒东邑雅苑）
住宅 7 号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5

唐镇新市镇 D-04-14
地块 

（仁恒东邑雅苑）住宅
8 号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特

教大楼
扬州市第五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市五建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安保设备开发工程有限公司

147
上海月星环球港凯悦

酒店装修工程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江森自控有限公司

148 新建纳税人资料库房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盈硕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49
青浦世界外国语学校
中学教学楼及综合楼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鑫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正高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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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150
漕开发就近安置配套

商品房二期项目（8#、
10#、16#）楼

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

151
陈家镇动迁安置房

二十期 8# 楼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亚涂料厂

152
老西门中华城（南地

块）A 楼（A1 楼、A2 楼）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添美意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申玛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3
老西门中华新城（南地

块）B 楼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美特幕墙有限公司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汇丽集团涂装有限公司

154
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

东滩学校（中学部）综
合楼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信澳建筑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155
浦东新区惠南镇城东
区 A11-3 地块普通商

品房项目 26# 房
浙江万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56
浦东新区惠南镇城东
区 A11-3 地块普通商

品房项目 27# 房
浙江万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57
上海建发国际大厦建

设项目办公主楼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58
闸北区 263 号街坊（青
-12）旧区地块商品住

宅（一期）3# 楼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建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59

嘉定云翔大型居住社
区动迁配套基地 29-04
地块住宅及配套设施
工程（一标）3# 楼

浙江运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美美门窗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盛业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60

嘉定云翔大型居住社
区动迁配套基地 29-04
地块住宅及配套设施
工程（一标）4# 楼

浙江运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美美门窗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盛业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61
南桥新城 13 单元

26A-04A、27A-05A
区域地块项目 2#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62
菊园新区北水湾 B4 南

地块工程 1#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哥德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63
菊园新区北水湾 B4 南

地块工程 2#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哥德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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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164

嘉定区江桥镇北社区
J1-01、J1-02、J1-

03、J1-04 地块商品房
及配套用房项目（J1-04

地块）27#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65
曹路基地 E-1-1 地块

保障性住房 15# 楼
五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6
曹路基地 E-1-1 地块

保障性住房 16# 楼
五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7
青浦区徐泾镇会展中心
3 地块项目 D 号楼甲级

总部办公（6#）楼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68
青浦区徐泾镇会展中心
3 地块项目 L2 号楼甲
级创意办公（3#）楼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欣世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169
青浦区徐泾镇会展中心
3 地块项目 L3 号楼甲
级创意办公（4#）楼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70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

E-04-06 地块商品房
项目 22# 楼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71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

E-04-06 地块商品房
项目 26# 楼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72
金山卫镇 G 地块动迁安
置房项目一标段 13# 楼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173
金山卫镇 G 地块动迁安
置房项目一标段 14# 楼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174
上海张江东区现代医
疗器械产业园 14# 地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块新建项目（一期）
1# 楼（除桩基）

175

上海张江东区现代医
疗器械产业园 14# 地
块新建项目（一期）

2# 楼（除桩基）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176 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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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参建单位

177 江南宴花园综合楼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178

新建静安区市北高
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 单元 12-06
地块商办项目一号楼

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179

新建静安区市北高
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 单元 12-06
地块商办项目二号楼

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180
嘉定区城北路 C16-01
地块研发用房 B-1 楼

浙江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宣金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柯岩实业有限公司

181
上海浦东邮件处理中

心二期工程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

182
特种电缆及轻量化新

材料项目 2# 房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运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盛业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镜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
特种电缆及轻量化新

材料项目 3# 房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运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盛业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镜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样板工地

2017 年上海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样板工地项目共 115 项，其中本市样板工程 106 项，市外样板
工程 9 项。

序号 获奖企业 项目名称

1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国际生态商务区 C19-01 地块住宅项目

2 浙江宝业住宅产业化有限公司 青浦新城 63A-03A 地块普通商品房项目

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公安交通（水上）管理服务中心

4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申江南路（沪南公路 ~ 奉贤区界）新建工程 2 标

5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元祖儿童育乐中心项目（地下部分）

6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润置业 2 标（除桩基工程）

7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 E-04-01 地块项目

8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安亭新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

本市样板工程



75安全与质量

序号 获奖企业 项目名称

9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星河湾中学

10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 13 号线二期工程 106 标

11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 311 街坊北区二期项目

1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城平凉街道 47 街坊商品住宅项目

1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胸科医院科教楼综合楼项目

14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商飞试飞中心祝桥基地项目 101 民机试飞技
术楼

1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惠南镇东城区 A12-4 地块普通商品房工程

16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赣商国际广场

17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财经大学新建主校区科研实验中心项目

18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复兴地块办公用房项目

1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证所金桥技术中心基地项目

2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医疗
综合楼工程

21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大型居住社区浦江基地二期 A 块区属动迁配套商
品房项目

22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海港开发区 52-02 区域地块项目

23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外高桥保税区 G13-03 地块项目

2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体育训练基地一期

25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 29-03 地块项目（地上部分）

2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福达集团上海投资大厦新建项目

27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新建江湾校区一号交叉学科楼项目

28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二区三标段工程

29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歌剧院项目（基础阶段）

30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泗泾南拓展大型居住社区 22-06 项目

31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泗泾南拓展大型居住社区 19-01 项目

3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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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企业 项目名称

3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航上海虹桥基地项目

34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乐都路科创园区改扩建工程

35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汶水路 451 号厂房扩建工程

36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圆通速递 Y-3 地块总部新建厂房项目

3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长宁区虹桥街道 261 街坊 6 丘（古北 5-2）新建
商办项目

38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化中医药产品建设项目新研发大楼

39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漕河泾南桥园区“先租后售”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一期（暂定名）除桩基工程

40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赵巷镇 H3-02、H3-05 地块商品住宅项目（C03）

41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 0007 街坊 ( 村 )P1 宗地商品
住宅

42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指挥调度大楼项目（基础阶段）

43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区 C-12-2 地块商业及住宅项目

44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中心 25-1 南区 2 标（除桩基）项目

45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中心 25-02 地块办公楼 2 标（除桩基）工程

46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医院新建工程

47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美特斯邦威时尚产业园一期 2 标

4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新城 SB-A-4 上港十四区产业转型项目暨上
港滨江城总体开发建设项目 7 号街坊 07-01 住宅
地块项目

49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普洛斯上海奉城物流园

50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3 号线二期工程下南路站土建工程

51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总工会沪东工人文化宫（分部）改扩建

52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源深路站

5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凌空路 - 迎宾大道立交改建工程

54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华大学复合材料协同创新中心大楼

55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5 号线工程祁安路站

5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 28-01 地块

57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 30-01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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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企业 项目名称

58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浦区夏阳街道秀泽路南侧 13A-01A 地块商住房
项目

59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浦江南延伸段 WS5 单元 -188E-B-1 地块标段
II 总包工程

60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彩虹湾保障性住房基地三期动迁安置房项目

6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苏河洲际中心项目 118 街坊（暂名）

62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信国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工程

63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捷运系统土建工
程西线

64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7 号线 13 标段徐泾车辆段市政
房建及上盖开发土建预留工程（基础阶段）

65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戏剧学院新建浦江校区项目（基础阶段）

6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淞南社区 L05-03 商办地块项目

67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新建外科综合大楼

68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前滩海景壹号项目 I 标段

69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前滩海景壹号项目 II 标段

70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土建工程迎春路站

71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4 号线工程土建工程 4 标

72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科综合楼新建
工程

73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区重固镇福泉山路南侧 16-02 地块普通商品房

74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5 号线工程武威东路站

75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同仁医院新建业务综合楼

76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杨高路（世纪大道 - 浦建路）道路改建工程 2 标

77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浦西牡丹江路 - 浦东外环线）
新建工程Ⅰ标浦东岸边段

7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普陀区长征镇 214、210 街坊商办楼项目

7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天年护理院及太平养老公寓项目

80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天安阳光广场西地块工程

81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城大桥街道 101 街坊商品住宅项目

82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5 号线工程土建 1 标永德路站

83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世博会地区 E06-04A 地块新建项目 ( 基础阶段 )

84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工程（基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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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企业 项目名称

85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东区）- 配套主题酒店

86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新建江湾校区综合体育馆项目

87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云翔大型居住社区陈翔路（沪宜公路 - 芳林路）
改建工程

88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田林路下穿中环线地道（中环线交通节点改善工
程）新建工程

89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新世界花园三期

90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

91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轨道交通 14 号歇浦路站土建工程

92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诸光路通道新建工程（青浦段）

93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新城一站大型居住社区新建秀源路初中（暂
定名）

94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元祖儿童育乐中心项目（地上部分）

95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基础阶段）

9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瑞金医院转化医学大楼及平台项目建设

97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S7 公路（S20- 主线收费站）新建工程 S7-1-4 标

98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虹桥商务区主功能区物流片区 1 号地块南片区
（III-F04-F06-01）项目

99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嘉闵高架路（S32~ 莘松路）道路新建工程
JMN2-6 标

10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 05-02 地块项目

101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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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英寸先进生产线建设项目

10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六奉公路（沪南公路 ~ 周邓公路）新建工程 2 标

103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路街道 139 街坊商办综合开发项目

104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华泰金融大厦项目

105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二期工程——现代交
通工程中心、第二图文信息中心工程

106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工程老港书院段 6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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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样板工程

序号 获奖企业 项目名称

1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XDG-2008-60 号地块住宅、商业项目机电系统供应
及安装分包工程

2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方绿地医院（二期）工程

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张家港市保税区（金港镇）文化中心主体工程

4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绿地世纪城 16、17# 地块居住项目（绿地璀璨天城）
二期

5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世茂外滩新城二期工程 B地块 6期总承包工程
一标段

6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田湾核电站 5、6号机组虹吸井和排水隧道工程

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江口新区一期市政工程 PPP 项目路桥工程

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江口新区一期市政工程 PPP 项目市政综合
管廊工程

9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余杭区文化艺术中心一期工程（基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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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建筑行业分析
政府投资    施工采购项目

区域建筑行业分析
上海市    浙江省    江苏省

上海建筑行业分析
全年项目分析    全市各区项目分析    资质分析

会员企业分析 
概述分析    会员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会员企业国内外排名
会员企业与外省其他对标企业

安全与质量
事故与处罚    工程质量与安全

专  题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专题工程总承包（EPC）专题
装配式建筑专题    BIM 技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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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专题

『本节导言』

近年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建设行业的热门话题。虽然本市 PPP 项目不多，但会员

中有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了各地各类型的 PPP 项目。2017 年，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对 PPP 项目作了进一步的规范，有利于促进其健康发展。

2017 年国家及上海市 PPP 相关政策文件

专  题

2017 年，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推进技术进步，

成为建筑施工企业共识，PPP、EPC、装配式、BIM 等成为行业热词。本报告就此

作一专题分析。

本章导言

序 发布日期 政策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 2 月 17 日
《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
2698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2 3 月 7 日
《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国办
发〔2017〕21 号）

国务院

3 4 月 25 日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指引》
（发改办财金〔2017〕730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4 4 月 26 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
预〔2017〕50 号）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司法部、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监
会、中国证监会

5 5 月 4 日
《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有关事
项的通知》（保监发〔2017〕41 号）

中国保监会

6 5 月 27 日
《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
资的通知》（财预〔2017〕87 号）

财政部

7 6 月 7 日
《关于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资产证券化
有关事宜的通知》（财金〔2017〕55 号）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证监会

8 6 月 20 日
《关于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
确认业务指引 >的通知》（上证发〔2017〕28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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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发布日期 政策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9 7 月 3 日
《关于加快运用 PPP 模式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有关
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7〕1266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10 7 月 21 日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
（征求意见稿）》

国务院法制办、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11 9 月 1 日
《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9 号）

国务院

12 10 月 19 日

《关于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指南 >、<深
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支
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南>的通知》（深证会〔2017〕34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13 11 月 10 日
《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
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 号）

财政部

14 11 月 17 日
《关于加强中央企业 PPP 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国
资发财管〔2017〕192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15 11 月 28 日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7〕2059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员企业参与外省 PPP 项目

2017 年度会员企业总共参与外省 482 个 PPP 项目，其中本市企业参与 131 项，进沪企业参与
351 项。分布 30 个外省市。因上海 PPP 项目限制，故会员企业参与的 PPP 项目主要以外省为主。

会员单位在全国各省中标 PPP 项目的分布

数据来源：全国各省份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的会员企业在外省中标的 PPP 工程总承包项目，其中颜色越深代
表中标项目越多。



83专  题

会员企业中本市企业和进沪企业在外省中标 PPP 项目的数量

地区 本市 进沪 总计

江苏 13 33 46

四川 4 38 42

浙江 18 19 37

河南 8 23 31

山东 7 23 30

江西 6 22 28

安徽 6 18 24

湖北 2 22 24

新疆 5 18 23

云南 10 11 21

福建 9 10 19

河北 5 14 19

广东 11 7 18

内蒙古 1 17 18

贵州 3 14 17

湖南 5 11 16

陕西 2 14 16

山西 11 4 15

甘肃 6 6

海南 1 5 6

广西 1 4 5

吉林 2 2 4

宁夏 4 4

重庆 4 4

青海 1 2 3

天津 2 2

北京 1 1

黑龙江 1 1

辽宁 1 1

西藏 1 1

数据来源：全国各省份公开招投标项目
统计范围： 2017 年度的会员企业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标的 PP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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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程总承包（EPC）专题

『本节导言』

2017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

对推进工程总承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 2016 年 12 月市住建委发布了《上海市工程总承包试点项

目管理办法》后，2017 年 4 月，市住建委公布了 28 家本市第一批工程总承包试点企业名单，在推动

工程总承包上有了具体的动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实质性的进展还不如预期。

2017 年度上海市相关的工程总承包政策包含内容

1. 建设单位可在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文件后进行工程总承包发包，工程总承包
招标采用总价招标。

2. 依法可直接发包的试点项目，建设单位在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后，到相应建设管理部门办理
直接发包登记。

3. 采用自行完成或者再发包工程设计的，工程设计图纸均应当增加工程总承包企业和项目负责
人图签栏，用于工程总承包企业和项目负责人数字签名。竣工图中“施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由工
程总承包企业和项目负责人数字签名。

4. 工程质量五方责任主体中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均由工程总承包企业及其项目负责人承担。建
设单位在申请办理试点项目施工许可中，工程质量五方责任主体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均填写工程总
承包企业。

5. 工程竣工验收和竣工验收备案按现行规定实施。实施中工程总承包企业作为工程勘察、设计
和施工的责任主体。

2017 年上海工程总承包项目

2017 年全市公开工程报建 EPC 项目 6 项，其中共有 3 家会员企业承建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1
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商场局部改建工程总承包工
程（一标段）

上海港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临港数据产
业园区 220 千伏总降站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EPC）总承包施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
海有限公司

上海智通建设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3 混合机自动打水改造 EPC 总承包项目结果公告
湖南长天自控工
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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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4
南桥新城 - 东方体育中心快速公交系统工程设
计、勘察、施工 ( 含设备采购 ) 一体化（EPC）
招标

上海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电科智能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5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煤场封闭改造
上部结构 EPC 总承包工程、煤场封闭改造下部
结构土建施工总承包招标结果公示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宝钢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上海宝厦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6
云岭西排水系统工程设计、勘察、施工、设备
采购一体化 EPC 招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
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一批工程总承包企业名单

上海市第一批总承包企业名单共 28 家，其中会员企业 16 家。

序 本市第一批工程总承包试点企业 是否是会员企业

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2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3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4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6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7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8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10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11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12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13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14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15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16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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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市第一批工程总承包试点企业 是否是会员企业

17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8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上海市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20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1 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企业

22 上海建安化工设计有限公司

23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24 上海市机械设备成套（集团）有限公司

25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26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7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8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装配式建筑专题

『本节导言』

近年来，本市通过政策导向，装配式建筑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涉足装配式建筑的施工企业越

来越多，预制构件的配套生产能力日臻扩大。装配式建筑总量的扩大，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相应的

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对工艺、技术、标准化等提出了大量新的课题。

2017 年度国家及上海装配式建筑政策及标准

序 发布日期 政策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 1 月 10 日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2016）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2-2016）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3-201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 3 月 1 日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建科〔2017〕53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3 3 月 23 日
《关于印发 <“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 >< 装配式建
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 ><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 >的
通知（建科〔2017〕77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4 12 月 15 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材料备案管理的通知》
（沪建建材〔2017〕1089 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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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海装配式建筑统计及清单

根据 2017 年上海市装配式建筑标准以及项目关键词“预制”要求，统计共有 52 个地块的保障
性住宅项目采用装配式要求进行建造。其中各区采用装配式建筑项目数量统计如下：

2017 年各区保障性住宅装配式建筑项目统计

2017 年上海市保障性住宅主要预制项目及其预制率

数据来源：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项目报建系统的数据统计
统计范围：全市已申报的装配式项目数量

地区 地块
出让面积
（m2）

容积
率

装配式
建筑面积

预制
率

松江区 佘山北 54A-05A 号地块 52411.00 1.80 23585 15%

松江区 新桥镇陈春路一号 A-1 地块 72998.00 1.60 58398.4 15%

松江区 中山街道新城主城 C 单元 C19-1 号地块 46868.40 2.00 18747.4 15%

松江区 中山街道国际生态商务区 12 号地块 75687.30 2.00 75687.3 30%

松江区 方松街道 SJC10008 单元 05-06 号 57432.50 1.10 40202.8 15%

松江区 永丰街道 H 单元 H14-08 号地块 38843.10 1.01 39231.5 15%

松江区 洞泾镇新农河 2 号 -1 地块 61187.40 1.01 30899.6 15%

松江区 车墩镇年亭公路 2 号 -2 地块 79896.40 1.30 51932.7 15%

奉贤区 奉城镇 11-10 区域地块 57293.90 1.20 17188.2 15%

奉贤区 海港开发区 52-02 区域 62813.80 2.00 62813.8 15%

奉贤区
南桥新城 13 单元 26A-04A、27A-05A 区域地
块

58531.20 2.30 33655.4 15%

奉贤区 海湾镇 13-04 区域地块 53955.20 1.50 20233.2 15%

青浦区 新城一站大型社区 63A-03A 地块 27938.20 2.00 55876.4 30%

青浦区 徐泾镇徐南路北侧 08-02 地块 25266.60 1.60 40426.6 30%

青浦区 重固镇张墅泾北侧 16-08 地块 90642.10 1.70 154091.5 15%

闵行区
吴泾镇闵行新城 MHC11101 单元 09A-18A 地
块（吴泾镇 210-6 地块）

41130.00 1.80 370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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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块
出让面积
（m2）

容积
率

装配式
建筑面积

预制
率

闵行区
江川社区 OI、02 单元（MHP0-1101、
MHPO-1102 单元）52-03 地块（颛桥镇
186-1 地块）

46200.60 2.00 46200.6 15%

徐汇区
黄浦江南廷伸段 WS5 单元 188S-N-1 地块地
上部分

10900.60 4.85 21147.2 25%

静安区
南西社区 111-09 地块（轨道交通 12 弓线南京
西站路 16 块）

11665.80 1.60 18665.3 20%

静安区
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 单元 10-03
地块

76314.60 2.65 202233.7 30%

静安区
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 单元 09-03
地块

87197.20 2.65 231072.6 30%

静安区
市北高新技术眼务业园区 N070501 单元 14-06
地块

49981.80 2.50 124954.5 25%

杨浦区 平凉社区 0215-03 地块 11304.40 3.60 40695.8 30%

杨浦区 平凉街道 18 街坊 33007.30 2.50 41259.1 25%

杨浦区 平凉社区 03F5-0U 平冻街道 47 街坊）地块 20527.00 2.50 51317.5 25%

宝山区 大场镇 W12130 丨单元 38-02 地块 58778.70 2.20 1293111 30%

崇明区
崇明区陈家镇 CMSA0003 单元 18A-04A（裕
安中心区 11 地块）

24357.00 1.50 36535.5 15%

崇明区
崇明区城桥镇 04、05 单元 _A-01、
0409C-03A（新 W8 号商业带）地

23052.80 1.20 27663.4 30%

嘉定区 江桥镇北紅桥社 63-02、63-09 地块 23607.20 3.00 70821.6 30%

嘉定区 嘉定工业区胜辛北路以西、汇源路以北地块 123089.5 2.00 246179 15%

浦东新区
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 Z000801 编制单元
57-01、27-02

19941.80 2.30 18000 25%

浦东新区 唐镇新市镇 D-03-05a 61248.50 1.70 101122.5 30%

浦东新区 唐镇新市镇 D-04-07 52194.30 1.40 73072 30%

浦东新区 周浦中心镇 02- 单元北 A1-11 地块 23495.70 2.50 58739.3 15%

浦东新区 张江南区生活基地 A1-05 45992.00 2.00 91984 25%

浦东新区

临港南汇新城 NNW-A1-1-1、
NNW-A1-2-1、NNW-A1-3-1、
NHC10503-02-01、NHC10503-03-01、
NHC10503-04-01、NHC10503-07-01 地块

90007.30 — 229518.6 15%

浦东新区
黄浦江南廷伸段前滩地区 Z000801 编制单元
32-01

12258.40 2.00 24516.8 29%

浦东新区
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 Z000801 编制单元
36-01

13965.30 2.00 27930.6 25%

浦东新区
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 Z000801 编制单元
38-01

11695.30 2.30 26899.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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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块
出让面积
（m2）

容积
率

装配式
建筑面积

预制
率

浦东新区
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 Z000801 编制单元
52-01

13371.80 3.00 36103.9 25%

浦东新区
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 Z000801 编制单元
46-01

11746.00 3.00 31714.2 25%

虹口区 嘉兴路街道 HK354B-01 号地块 13671.00 3.20 21873.6 25%

虹口区 江湾镇街道 A01B-11 号 AO1B-O5 号 72660.50 2.83 51407.3 25%

虹口区 江湾镇 A06-02 号地块 8916.40 2.30 10253.9 30%

数据来源：上海市全市公开装配式项目数据
统计范围：2017 年度装配式建筑

2017 年参与装配式建筑的企业清单

上海市首批装配式生产基地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建设实业集团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国家装配式示范生产基地名录 

上海及周边企业装配式能力

截止 2017 年，上海主要装配式生产基地 40 家，主要分布如下：

上海市装配式生产基地分布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1 上海松桥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西路 36 弄 7 号

2 上海永晖公路桥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南奉公路 3138 号 1 幢 201 室

3 上海石化安东混凝土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古城路 135 号

4 上海城业管桩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商榻商洋路 288 号

5 远大住宅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新杨公路 860 弄 1 幢 362 室

6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下沙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路 4969 号

7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临港分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正博路 1881 号

8
上海城建建设实业集团新型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泗陈公路 37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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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9 上海三一筑工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信仰公路 1831 号

10 上海宇辉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罗东路 1957 号

11 上海生睿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兰博路 136 号

12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阪申新型材
料分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曹安公路 16 号

13 上海嘉鼎预制构件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翔方公路 2380 号

14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三构件厂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850

15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2638 弄 333 号

16 上海城建市政预制构件厂 上海市闵行区澄江路 5 号

17 上海建筑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构件厂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行路 43 号

18 上海中建航建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塘路 684 号

19 上海浦砾珐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沪南公路 8999 弄 1 号

20 上海宝岳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一路 888 号

21 上海大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鹤祥路 20 弄 101 号

22 住优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2677 号 8 幢

23 上海君道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锦伟路 438 号

24 上海兴山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六桥村 12 组

25 上海良浦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罗南工业园区潘泾路 1421 号

26 上海同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 2399 弄海上国际花园

27
上海同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崇明预制构
件分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聚训张港 1417 号

28 上海毅匹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华纺路 69 号 3 幢 3 层 U 区 346 室

29 上海交通建设和总承包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501 号 26 幢

30
中交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交建工程分公
司

上海市斜土路 1624 号裙房第三层

31 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顺东路 19 号首东国顺大厦

32 上海城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澄江路 5 号

33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三楼西南区

34 上海练定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西渡鸿宝村 1098 号

35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构件分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 4670 号 1 幢

36 上海浦凯预制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国康路 98 号 903 室

37 上海浦东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浦东祝桥镇江镇新共路 1128 号

38 上海龙哲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莲塘镇太阳岛经济开发区

39 上海研砼治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云岭西路 600 号 6 座 6 层

40 上海郦浒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岱山路 5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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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BIM 技术专题

『本节导言』

本市推广 BIM 技术在施工项目上的应用已有多个年头。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市场取向引导，

行业助力推进，BIM 技术在本市施工企业中已越来越得到普及。以往仅限于在大型国企得到重视，

2017 年，不少中小民营企业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从单一的 BIM 技术向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技术、人工智能等集成应用转变。本会已连续 4 年组织了 BIM 大赛，激发了企业、项目和从业

者应用 BIM 于施工实践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如何打通全产业链的 BIM 应用提出了思考和要求。

2017 年国家及上海市 BIM 相关政策文件

序 发布日期 政策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 2017 年 1 月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招标文本编制涉及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应用服务的补充示范条款（2017 版）》（沪建应联
办﹝ 2017 ﹞ 1 号）

联席会议办公室

2 2017 年 4 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推广应用的
通知》（沪建建管联﹝ 2017 ﹞ 326 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管理局

3 2017 年 5 月
关于发布《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试点项目验收
实施细则》的通知（沪建应联办﹝ 2017 ﹞ 3 号）

联席会议办公室

4 2017 年 6 月
关于发布《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指南（2017版）》
的通知（沪建建管﹝ 2017 ﹞ 537 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

5 2017 年 8 月
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推
广应用的通知》的通知（浦建委建管〔2017〕40 号）

浦东新区建交委、
浦东新区规土局

6 2017 年 9 月
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沪府办﹝ 2017 ﹞ 57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

7 2017 年 9 月
关于印发《本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示范项目的评选
细则》的通知 
（沪建应联办﹝ 2017 ﹞ 9 号）

联席会议办公室

8 2017 年 9 月
《关于定期填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情况的通知》（沪
建应联办 
﹝ 2017 ﹞ 10 号）

联席会议办公室

9 2017 年 9 月
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实行《青浦区建筑节能管
理若干规定》的通知（青建管〔2017〕135 号）

青浦区建设和管理
委员会

10 2017 年 11 月
延长《关于在本市推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沪府办发﹝ 2017 ﹞ 73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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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海 BIM 项目推广情况

2017 年，上海市规模以上、满足应用条件的项目中，BIM 应用项目数量为 615 个，应用率为
88%；覆盖房建、市政、水务、水运、交通运输等各项目类型，99% 为跨设计、施工、运营全生命
周期应用。与 2016 年的应用情况相比，2017 年本市在 BIM 应用数量、应用率及应用广度均有较大
突破；其中，规模以上的 BIM 应用项目数量增长了 136%，应用率增长约 200%，政府投资与社会投
资项目的 BIM 应用项目数增长率分别达到 158% 和 123%。2017 年本市规模以上满足 BIM 应用条件
的建设项目中已初步实现 BIM 技术的全面应用和全生命周期应用。

上海市 BIM 项目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项目报建系统的数据统计
统计范围：全市已申报的装配式项目数量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项目报建系统的数据统计，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市新增报建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共 5764 个，其中应用 BIM 技术的项目总数为 694 个，
应用 BIM 技术项目总量达到 2016 年的 2.7 倍；其中，政府投资 265 个，占比 38%，社会投资 429 个，
占比 62%。

BIM 项目占新增项目的比例政府与社会投资占比

数据来源：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项目报建系统的数据统计
统计范围：全市已申报的 BIM 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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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BIM 项目数量统计

上海市 BIM 项目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项目报建系统的数据统计
统计范围：全市已申报的 BIM 项目数量

数据来源：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项目报建系统的数据统计
统计范围：全市已申报的 BIM 项目数量

2017 年上海各区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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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BIM 项目数量统计

A 组成果

2017 年上海建筑施工行业第四届 BIM 技术应用大赛

为进一步在本市施工行业推广和应用 BIM 技术，本会自 2014 年起至 2017 年每年举办“上海建
筑施工行业 BIM 技术应用大赛”。2017 年，在第四届 BIM 技术应用大赛中，根据企业 BIM 技术运
行情况共分为 A、B 两组。

A 组要求企业 BIM 团队运行 3 年以上，团队实施 BIM 项目 3 个以上或参赛项目参加过往年上海
市 BIM 应用大赛并且挖掘出更多的应用内容，着重在 BIM 新技术应用和推广、各类数据的应用对接、
BIM 团队组织和实施流程等方面有所突破。

B 组比赛对 BIM 团队成立时间和运用项目数量不做要求，着重针对常规 BIM 应用点内容的工作
和现场 BIM 应用实施工作进行考核。

数据来源：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官网信息公布

奖项类别 获奖单位 项目名称

特别奖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BIM 应用

特别奖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TMD 大型甲醇转化炉项目模块化施工 BIM 应用

一等奖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亚特兰蒂斯水上乐园项目的应用

一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香港马会马匹运动训练场项目 BIM 技术
综合应用

一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
学院）迁建医院一期项目工程

一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A5-3# 楼及附属
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一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EPC 工程总承包
BIM 技术应用

一等奖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可口可乐项目上的综合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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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类别 获奖单位 项目名称

一等奖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莲塘口岸 BIM 实施应用

二等奖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BIM 技术在盐城先锋国际广场项目中的应用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丽泽 SOHO 项目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自编万达茂）项目

二等奖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湖州文体中心工程 BIM 综合应用成果

二等奖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南翔陈翔路站综合体项目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石家庄长安万达广场项目

二等奖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新城顾村A单元08-07块商品住宅项目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扩建二期北院工程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新机场停车楼及综合服务楼工程 BIM 综
合应用

二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大体量饰面清水混凝土项目 BIM技术综合应用

二等奖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句容市人民医院异地新建工程项目BIM落地应用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西安市地下综合管廊 PPP 项目 I标段工程常
宁组团项目

二等奖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二区三标段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惠南民乐 F02-02 装配式项目 BIM 应用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智慧工地助力小米移动互联网产业园项目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庆来福士广场项目 B标段总包 BIM 应用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基于 BIM+ 的“BIDA 一体化”工程技术体系
研究应用

三等奖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沪 ) 数字化集成式项目管理体系的实践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淄博市文化中心项目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机”研心算，BIM“智”造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上海分公司 张家港市职工文体中心项目

三等奖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余杭 CBD 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上证所金桥技术中心基地项目

三等奖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浜雨水泵站新建工程

三等奖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平塘国际射电天文望远镜科普文化园一期
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 BIM 应用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综合病房楼项目

三等奖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梦中心项目 F.L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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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万达城展示中心项目

三等奖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维泰项目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项目BIM技术应用实践

三等奖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 浙江山水六旗国际度假区展示中心项目

三等奖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高预制率框架结构体系的数字化施工技
术研究与应用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廊坊润泽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综合体 BIM 技
术应用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正弘国际广场

三等奖 上海南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路发广场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中央商务区安置区项目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实验实训中心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海昌极地海洋公园项目 BIM技术综合应用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上海分公司
中国海南海花岛 1# 岛 D 区世界童话主题乐园
（第二标段）项目

三等奖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万锦商业中心项目

三等奖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安装工程公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周浦肿瘤医院）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 与工业化建造

专项奖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北京市 CBD 核心区 Z14 地块商业金融项目基
于 BIM 的幕墙全过程数字化施工管理

专项奖 上海申嘉湖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 BIM 的辰塔路横潦泾大桥运维管理

专项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正弘国际广场精装设计样板间施工方案

专项奖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改造

B 组成果

奖项类别 获奖单位 项目名称

一等奖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西校区教师公寓
楼建设项目

一等奖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元祖儿童育乐中心

一等奖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期）工程 图
书馆 BIM 应用实践

一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太平鸟高新区男装办公楼项目

一等奖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焦点科技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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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恒大府邸、恒大大厦主体及配套建设工
程项目

一等奖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肿瘤（质
子）中心

二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鲁能铂悦花园项目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鄞州新城大厦项目 BIM 技术应用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汉环球贸易中心（ICC）项目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广场项目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省省直建筑设计院迁建工程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工程土建工程 2标航头站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冈万达 -BIM 总发包项目应用与管理

二等奖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安县人民医院门急诊病房综合楼工程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科技大厦 BT 项目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川沙新市镇 C08-18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3标

二等奖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BIM 技术在奉贤区南桥镇 D-01-13 区域地块
装配式施工中的应用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 总发包管理—南通通州万达广场

二等奖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吴兴区人民医院建设（一期）工程项目

二等奖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漕路 106 好地块项目

三等奖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之门荣联家园三期 4# 楼及商业用房

三等奖 上海锦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政储出 [2014]34 号地块停车场项目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中心工程 2标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家渡社区管理和综合服务中心新建工程

三等奖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松江泗泾镇 SJSB0003 单元 05-04  地块预制
装配式住宅项目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宝钢大厦（广东）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中国人保财险华东中心一期施工
阶段深化设计中的应用

三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徽高速 • 滨湖时代广场机电总承包项目 BIM
技术应用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维日高速第二合同段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雁鸣社区A区主体工程施工（三标段）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滁州经开区家电产业园配套项目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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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邹平县广富隧道项目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鲁能绿荫里特色街 BIM 应用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综合管廊一期工程第一标段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SOHO 天山广场凯悦嘉轩酒店装修工程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创维科技工业园二期6号楼、7号楼、8号楼工程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工程总承包项目

三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鲁能泰山 7号项目人防工程 BIM 应用

三等奖 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 南汇民乐 K04-03 地块

三等奖 中交一公局桥隧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轨道交通中的应用

三等奖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溧水国际中心一期 A1 地块工程 BIM 技术应用
与规划

专项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无锡融创白屈港小区人防工程 BIM 设计

专项奖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三门路 693 号教学用房扩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