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赛区、各获奖单位：
根据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关于鼓励创建上海市“白玉兰”观摩工程试行办法的规定，经市“白玉兰”奖评审委员会审定，由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

市大型居住社区周康航拓展基地C-05-07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工程6#楼、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周康航拓展基地C-05-07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工程8#楼，上海建工七建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上海名华工程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单元51-07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6#楼、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单元51-

07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9#楼，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周浦镇41号地块（二期一标）项目40#房、周浦镇41号地块（二期一标）项目43#房荣获2016年度上海市

建设工程“白玉兰”奖（市优质工程）观摩工程荣誉称号。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关于授予关于授予20162016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白玉兰””奖奖（（市优质工程市优质工程））观摩工程荣誉称号的决定观摩工程荣誉称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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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上海铁路局太平桥货场部分地块单位
租赁房项目A地块工程1#住宅楼

漕河泾开发区商业办公楼项目二期（1
号楼）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经济适用房三期E2
地块20#楼

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明日世界工程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二期工程C10地块
（1#2#4#5#）楼（群体）
漕开发安置地块就近安置动迁配套商
品房项目（一标段）11#楼
漕开发安置地块就近安置动迁配套商
品房项目（一标段）14#楼
唐镇新市镇E-06-07地块唐镇社区文
化体育中心

高桥镇凌桥社区动迁房基地N5-1地块
动迁安置房项目3标2#房

高桥镇凌桥社区动迁房基地N5-1地块
动迁安置房项目3标10#楼

高桥镇凌桥社区动迁房基地N5-1地块
动迁安置房项目2标16#楼

周浦镇41号地块项目2#房
周浦镇41号地块（二期一标）项目40#
房
周浦镇41号地块（二期一标）项目43#
房

马桥基地18A-01A、03A地块（西块）住
宅项目新建二期11#楼

马桥基地18A-01A、03A地块（西块）住
宅项目新建二期26#楼

同济大学新建嘉定校区体育中心项目

崇明新城商务中心-号办公楼
崇明新城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崇明新城商务中心三号办公楼

高行新高苑E1-4地块配套中学（金靖
中学）项目教学行政楼

宝山区大场镇锦秋路南侧配套商品房
16#楼

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单元51-07地
块动迁安置房项目6#楼

宝山区大场镇W121301单元51-07地
块动迁安置房项目9#楼

虹口法院审判大楼扩建项目
中山北路交通路52坊公共租赁住房项
目1#楼
中山北路交通路52坊公共租赁住房项
目2#楼
中山北路交通路52坊公共租赁住房项
目5#楼
临港产业园区公共租赁房一期配套幼
儿园
川沙新镇C08-08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2（15#16#17#楼）（群体）
九华福缘湾广场（福缘湾商业文化项
目）2#楼

彩虹湾（暂名）保障性住房基地二期动
迁安置房项目（南块）5#楼

盛世宝邸（二期）23#楼
新建马桥基地16A-07A地块住宅项目
25#楼
新建马桥基地16A-07A地块
住宅项目29#楼
嘉定区胜辛北路以西、汇源路以北地块
普通商品房项目1#楼

新建松江区车墩镇车亭公路2号-2地
块商品住宅项目13#-17#（群体）

浦东新区民乐大型居住社区L04-02地
块动迁安置房1号房
浦东新区民乐大型居住社区L04-02地
块动迁安置房2号房

凤凰景苑商品住宅17#房

凤凰景苑商品住宅18#房

绿洲蔷薇苑动迁配套商品房（四标段）
13#房

上海海事大学集装箱供应链技术研究
中心

新建上海紫竹科研教育发展中心一期
B11#楼

新建上海德威英国国际学校（浦西）幼
儿园及小学、综合楼及中学-幼儿园及
小学
新建钢结构项目1#综合楼
新建浦江镇芦恒路北块3-7-2地块动
迁安置房2号楼
新建浦江镇芦恒路北块3-7-2地块动
迁安置房3号楼

八〇八所科研综合楼建设项目

梅陇镇0572街坊P1宗地商品房项目
6#楼
梅陇镇0572街坊P1宗地商品房项目
7#楼
梅陇镇0572街坊P1宗地商品房项目
8#楼

承建单位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汇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汇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润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高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名华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上海名华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上海名华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怡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联明新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金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森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森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建设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创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鲁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鲁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中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科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上海卧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吉开铝合金制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煜工装饰（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维克多福泰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迪蒙幕墙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上海各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朝兴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中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朝兴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中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欣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绍兴市袍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绍兴市袍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

--

上海荣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荣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凯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望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高安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德士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玺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梅陇铝合金装潢厂
上海贤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梅陇铝合金装潢厂
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贤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梅陇铝合金装潢厂

上海绿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

--

--

上海盼固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卧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合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诚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

--

--

--

--

上海南晓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科胜幕墙有限公司
上海南晓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科胜幕墙有限公司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地建基础有限公司
江苏广隆石业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龙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地建基础有限公司
上海中茂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尧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舜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正得天佑防火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金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中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石化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虞市三一建设有限公司

上虞市三一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杰欣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润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得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润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得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润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得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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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绿洲雅宾利花园三期（B地块）2标段5#楼

绿洲雅宾利花园三期（B地块）2标段6#楼

绿洲雅宾利花园三期（B地块）2标段7#楼

金融数据分析系统及产业化项目1#厂房

复旦大学新建江湾校区物理科研楼

复旦大学新建江湾校区环境科学楼

松江国际生态商务区15-2地块11#楼
松江国际生态商务区15-2地块12#楼
松江国际生态商务区15-2地块13#楼
新建上海宝山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1#仓库

上海市北高新技术服务区7号地块商办项目1-A#楼

艺泰一品花园7#楼
绿洲雅宾利花园三期（B）地块1标段(1#-4#楼)
（群体）
北蔡御桥社区09-01地块商业办公项目--东楼

白银路（阿克苏路-湖区一路）新建地下公共停车库及改
建道路工程（一号地下车库、二号地下车库）

上海理工大学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基地
（先进制造技术大楼）
中天大厦
新建万源城C街坊商品住宅及幼儿园项目2标段6#房

陈家镇裕安社区配套商品房十三期41#楼

公交真南路停车场改建工程项目

华新镇新府中路西侧E-4-02、E-4-08地块项目22#楼

陈家镇裕安社区动迁安置房十六期6#楼

海富城市花园二期C块9#楼
海富城市花园二期C块10#楼
外岗农民宅基地置换一期北地块东区项目（四标）32#楼
嘉定区马陆镇42-05地块住宅项目7#楼
嘉定区马陆镇42-05地块住宅项目8#楼
嘉定新城宝塔路以南、胜辛路以西（B21-1、B22-1）地块商
住办项目一标段16#楼
新建万源城C街坊商品住宅及幼儿园项目1标段12#房
新建上海宝山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2#仓库
静安康鑫家园1#楼

上海张江集电港B区3-8研发总部1#楼

上海张江集电港B区3-8研发总部4#楼

川沙新镇C08-08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6#楼
川沙新镇C08-08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9#楼
虹桥95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1#楼
虹桥95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2#楼
虹桥95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3#楼
虹桥镇95号地块住宅项目6#楼
虹桥镇95号地块住宅项目8#楼
中芯国际12英寸项目研发及生活配套用房（公租房）Ⅰ标
4#房

中芯国际12英寸项目研发及生活配套用房（公租房）Ⅰ标
7#房

中芯国际12英寸项目研发及生活配套用房（公租房）Ⅰ标
12#房
南站地区194-13地块商品房项目1号楼
南站地区194-13地块商品房项目2号楼
新建莘庄商务区16A-01A北地块项目住宅楼

金山新城G5地块配套商品楼项目（一标段）17#楼

惠南镇18街坊20/4丘地块设施改建工程（交通）1#楼
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总体改造项目
航空发动机配套产品生产基地一期工程5号楼

民慧佳苑四期（动迁安置房）3#房

民慧佳苑四期（动迁安置房）4#房

森兰国际五（D4-4）新建工程3#楼

巴楚县市民之家项目--1号楼
泽普县文化教育中心建设项目-1号楼
莎车城南教学园区体育中心项目

丁香路778号商业办公楼项目

苏地2003-B-42地块商办楼工程

上海中心大厦

承建单位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沪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五洋建设集困股份有限公司
五洋建设集困股份有限公司
五洋建设集困股份有限公司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港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

上海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利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门市圣杰建筑铝合金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启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永高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利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门市圣杰建筑铝合金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启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永高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利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门市圣杰建筑铝合金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启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永高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建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杰欣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杰欣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恺申消防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恺申消防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上海恺申消防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
--
龙信建设集团江苏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上海苏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金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锋建设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佳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无锡恒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象山安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舜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兴盛消防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富成门窗有限公司
上海中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泰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上海舜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
--
--
--

上海正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
--

绍兴柯桥现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现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
--
--
--
--

--

--

--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红革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良庆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
江苏鸿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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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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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翰远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
--
--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艺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金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王兴幕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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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装饰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