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成都市优质工程（芙蓉杯）奖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项目经理

1 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3号教学楼
成都建工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任杰

2 中建西南总部大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西南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中建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有限公司 柳之光

3
仁恒滨河湾三期B期15、16、17#楼
及对应地下室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建院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仁恒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郭林敏

4 成都露天音乐公园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城投集团兴西华建设有限公
司

沈昌伟

5
成都融创文旅城E-4、E-5地块商业
及旅游配套开发建设项目（成都
文旅城水雪综合体）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融创文旅城投资有限公司 杨汉磁

6 汇都华庭二期1#楼 成都建工第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首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迪信通置业有限公司 郑跃飞

7
南城都汇商住项目第六期汇彩园
（20#地块）1-11栋、13-19栋住宅
工程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凯来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和记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 徐鹏

8
仁恒滨河湾三期A期18#、19#、20#
楼及地下室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建院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仁恒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费永新

9
剑南地块项目2、3、5、6、8#楼及
地下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陈小平

10 西藏航空成都基地一期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藏投实业有限公司 魏海龙

11 锦府一期1#楼及相应地下室 成都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飞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伯琪实业有限公司 张健康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项目经理

12
简阳市城区防洪及生态湿地走廊
工程（G段湿地景观工程）（不含
莫比乌斯环雕塑）

成都建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简阳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国勇

13
棕榈印象（一期）2#、3#楼及地
下室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鼎帝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贾鹏坤

14 丰德成达中心1#楼及地下室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中达投资有限公司 马国超

15
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工程PPP
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鼎和工程建设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空港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肖丰

16 天府新金融谷项目（7#楼）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西南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存明

1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
所8#科研楼

成都建工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
所

杨定勇

18

武侯区金花桥街道新苗村新建商
品住宅、商业用房、绿化工程及
附属设施项目（绿地腾飞公馆）
1#、2#楼及地下室

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腾飞置业有限公司 刘平

19 麓湖生态城C1-3组团1#、5#楼 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万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万华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万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梁均

20
四川航空北头运行基地扩建项目
（1#、2#、4#、5#、6#、7#、8#、
10#楼）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苏杰

21
富华北路西侧小学及盛兴街南侧
幼儿园工程--富华北路西侧小学
工程

成都建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赖光全

22
龙湖上城天街广场一标段2#楼及
地下室

成都建工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中鼎绿舟置业有限公司 石文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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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万科理想城B地块二期一标段(4、
5号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科甲龙兴华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熊明

24
万科理想城B地块二期二标段(6#
、15-17#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科甲龙兴华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何涛

25
堰山和畔三期（6-14#楼及地下
室）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建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国瑞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彭利

26 荣盛·香堤荣府3#楼 成都建工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科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荣盛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曾建

27
卉森.新世界广场三期（1、2、3
号楼及地下室）

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卉森新世界实业有限公司 方强

28
龙湖天璞名邸二标段1、5、6、7#
楼

成都建工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龙湖锦祥置业有限公司 王军

29
雍锦长岛一期三标段1#、2#、3#楼
及相应地下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 胥波

30 乐活公社1-6#楼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天立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东时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吴宇宏

3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
所xxx生产能力建设项目（37#楼及
地下室）

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
所

兰金福

32 华邑·宸熙1-2#楼及地下室 成都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咨环北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成都华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雷江涛

33 新希望·贵达锦悦北府建设项目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冶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四川贵达实业有限公司 周海涛

34
天府创新中心项目配套公寓楼
（2-2#、2-3#楼）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朱永俊

35
朗诗未来家（4#、6#、8#、9#、
10#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冶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成都汉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熊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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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天鹅湖B地块住宅项目3BC2标段
（14#-16#、20#-22#楼）

成都建工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华宇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盛泉置业有限公司 陈书玲

37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测能力提升
（一期）工程

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张小彬

38 幸福麓山一期一批次2#楼 成都建工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兴露合能置业有限公司 周红江

39
成都市第七中学天府校区项目行
政办公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刘家军

40
林溪康城二期二批次（4、5号楼
及相应地下室）

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成都品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潘月明

41
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及配套设施工程

成都建工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国投建设有限公司 蒲彬

42
成都广汇御园（一期）项目8号地
块3#、4#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国正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广汇蜀信实业有限公司 邓思勇

43
远洋朗基御府（现3#、4#、6#、7#
、8#、9#、13#、14#）及地下室

四川永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成都远润朗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杨坤

44
锦丰新城（A区4栋，7栋）（B区4
栋，5栋）（C区1栋）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建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 唐乐

45 华邑·宸居1-4#楼及地下室 成都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咨环北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成都华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雷江涛

46 鲁能城四标段8#楼 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廖军华

47
成都广汇御园（一期）项目16号
地块（1-24号楼）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国正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广汇蜀信实业有限公司 何盛涞

48
崇州市大数据产业园孵化中心
（一期)建设项目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新蜀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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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原永
丰乡）肖家河村十二组建设公建
配套幼儿园项目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市沙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敬维军

50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石板凳镇安置
房及公建配套建设项目（A地块1#
、2#、4#、5#、7#楼及相应地下
室；D地块1#、2#、3#、4#、5#楼
及相应地下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隆林彬

51
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主体及路
面工程部分）“融资＋施工总承
包”主体工程一标段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路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邓江云

52
日月大道（成温路）快速路改造
工程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衡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罗先周

53
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主体及路
面工程部分）“融资＋施工总承
包”主体工程二标段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路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米文杰

54
天高路（天音路至金凤凰大道
段）道路及配套工程

四川锦城智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建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刘晓琳

55
“天乡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2期
（春江路-芙蓉大道段）”设计-
施工一体化总承包（EPC）工程

国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铸康实业有限公司 牛磊

56
大邑经开区置业路延伸段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

四川省泰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华西立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西岭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王杰

57
天龙北一路（金新路至天龙大
道）道路及配套工程

四川锦城智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鼎和工程建设管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魏广伟

58
中部组团生态间隔带项目（一
期）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飞红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罗建华

59
简阳至三岔快速通道A段（迎宾大
道）项目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兴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简阳川冶雄州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张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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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环港路南延线一段道路工程 国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建鑫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瑞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雪兰

61
长庆西一路、子星路、花照壁上
横街配套道路工程

四川锦城智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立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市金牛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向雪

62 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主体四标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路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刘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