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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建协发〔2023〕5号

西安建筑业协会
关于公布 2022 年度（下半年）西安市
建筑优质结构工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建设施工企业：

依照西安建筑业协会《关于开展 2022 年度西安市建筑

优质结构工程评审工作的通知》（西建协发[2022]1 号）文

件精神，由企业申报，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工程进行了现场

核查；西安市建筑优质结构工程评审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6

日会议审定，并向社会公示后，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碧桂园高新云墅小区（一期）三标段等 92 项工程被

评为 2022 年度（下半年）西安市建筑优质结构工程（名单

附后），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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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2 年度（下半年）西安市建筑优质结构工程认

定结果名单

西安建筑业协会

2023 年 1 月 16 日

西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与科技推广部 2023年1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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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下半年）西安市建筑

优质结构工程认定结果名单

序

号
承 建 单 位 工 程 名 称

项目

经理

1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碧桂园高新云墅小区（一

期）三标段
任永东

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心

系列公建项目（南地块）
朱守强

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西安

市第八医院新院区）建设项

目

梁瑞辉

4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欧亚国际三期（商业）3#、

5#、6#、7#、8#、连廊、地

下室

蒋荣

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开元剧场（开元报告厅）项

目
孙建

6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欧合作产业园起步区 张伟干

7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文化创意国际大厦 A标

段
崔新保

8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区向东路（迎

宾大道-港务西路）道路和

配套管线工程施工项目

刘哲

9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锦业园区 1006 号能力提升

中心和 1011 号加班楼等建

设项目

李超

1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第三医院二期扩建

项目
关晓楠



— 4 —

11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文化创意国际大厦 B标

段
张勋

12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天地源云水天境项目一标

段
文登科

13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艺术馆扩建工程 熊红星

14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欧亚国际三期（商业）酒店

（4#楼及附属用房、地下

室）

聂喜来

15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西崔家庄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 DK1-2（翠景台一期）A

标段

刘宝军

16 正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西安序二标段 吴晓萍

17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项目 刘富

18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基地新经济产业

园
高云飞

19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区医疗产业园项

目
何铜川

20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万达•西安 one2 地块项目 杨文

2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泾渭新城三甲医院 PPP 建设

项目
吴浩

22 陕西建工第十五建设有限公司
枫林九溪东区 A地块项目二

标段工程
郑桠

23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港学镇中心二期项目 张磊

24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西崔家庄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 DK1-2（翠景台一期）B

标段

王一博

25 陕西金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民机与航空制造产业园项

目
党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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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陕西建工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传化智联西北运营中心项

目 DK-1-1（三标段）
林旭峰

27 陕西融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启航馨苑二期项目 王旭华

28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西安中铁卓越城（Ⅰ阶段）

第一批
曾婷

2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灞桥区长乐坡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 DK3-1 一期（9#、10#、

11#楼及地下车库）

李隆刚

3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院生产大楼 张飞

31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旅集团旅游豪布斯卡项

目二期
校明军

32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先河未来里大厦 牟东忠

33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碧桂园云顶（二期）A 区三

标段 13#、门卫 2、环网室

及地下车库

马亚利

34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灞桥区长乐坡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 DK3-1 四期（6#、7#、

8#楼及地下车库）

薛光

35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云和悦小区项目一标段 钟涛

36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灞桥区长乐坡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 DK3-1 三期（2#、3#、

4#楼及地下车库）

刘迎明

37 陕西天地建设有限公司 金泰·贞观悦府 董震

38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

太乙路 7#8#职工住宅楼项

目
张涛

39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中南·漫悦湾项目一标段

（1#-3#、6#、11#、部分地

下室）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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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雁塔区东三爻村（长安南路

以西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一期（DK-1-B 部分）1 号楼

及地下车库

付旭

41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西崔家庄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 DK1-2（翠景台一期）C

标段

刘宝军

42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新开门南路市政工程 丁波

4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灞桥区长乐坡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 DK3-1 二期（1#、5#、

12#楼及地下车库）

刘国军

44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工科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企业总部基地项目一标

段

姜海波

45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正和中心 王瑾

46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西崔家庄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 DK1-2（翠景台一期）D

标段

王一博

47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柳树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回迁安置区
马倡

48
西安高科新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天地源云水天境项目五标

段
鲁平

49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枫林九溪东区 A地块项目一

标段工程
王黎华

50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招商城市主场项目 DK-2(一

期)一批次
商洪波

51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雁塔区北沈家桥村城中村

改造项目 DK-4 工程施工二

标段

王波

5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泾河新城智能电子产业园

项目
李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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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天地源丹轩坊（三期）4、5、

6、10、11、18#（含 15#)、

19b#楼及 17C#地下车库

张凡

54
陕西唐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祭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DK-6-1 五标段建设项目
郭敏

55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冯家滩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DK-1（一期一标段 2#、3#、

4#、17#楼）

惠光涛

56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地源云水天境项目二标

段
杨芳辉

57 陕西天秦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西北家具工业园生活配套

区（白鹿汀洲）二期项目

（8#-29#楼及地下车库）一

标段

王婷

58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鄠邑区西宸府项目二标段 张朋勃

59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招商城市主场项目 DK-2（一

期）二批次
路超

60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泾河新城泾干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一期
姚继云

61 陕西江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长岛绿河商业项目南

区 1#主楼 B座及地下车库
李安民

62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668 新时代广场项目 C区

C-3、C-4、C-5#楼
李鹏

63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标牌市场及周边棚户区改

造项目 DK1 地块 C-2 标段
姜立江

64 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 37#职工住宅楼工程 樊跃峰

65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中海 CID 项目四标段（3#、

4#、5#、6#楼及部分地下车

库）

齐浩

66 陕西江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长岛绿河商业项目南

区 1#主楼 A座及 1#裙房
李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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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陕西金桥建设有限公司

山水西城项目工程施工二

标段（5#-11#楼，部分地下

车库）

郭天强

68 西安建工交建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基站冷却系统项目（国

际人工智能创新园）

（202#~213#）

陈晨

69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先导院南区建设项目 王刚超

70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西安经开第五学校建设项

目
周中华

71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

云翼飞行训练中心项目（一

期）（酒店、飞训楼、乘训

楼、地下车库及动力中心）

主体工程

周新创

72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冯家滩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DK-1（一期二标段 1#、5#、

9#、10#、19#、20#、21#楼）

张大伟

73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

泽登玉园 1#-5#楼及地下车

库
贾高恺

74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万象里项目 T3#、

T4#及部分地下室
李英豪

75 西安建工交建集团有限公司 量子科技产业园（一标段） 林士兵

76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科达秦汉国际 孙泽然

77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中天峯悦住宅项目（一期）

三标段
张开民

78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未来之城 DK-8 权国义

79 西安市初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英郡年华国际社区（商品

房）项目三期
刘涛

80 中核西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核新城印象组团项目鑫

泰苑小区二期
胡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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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

公司

幸福航空总部基地中心（A

区）
武亮亮

82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

西安铁一中湖滨中学（高中

部）项目
刘永辉

83 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 振业泊悦府项目 吴红院

84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未来之城 DK-9 吴娅妮

85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雁塔区北沈家桥村城中村

改造项目 DK-4 工程施工三

标段

杨平

86 西安市城居建设有限公司
天地源云水天境项目三标

段
杨佳

87 陕西金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航空城•蘭园二期(5#-7#、

9#、11#、12#楼及车库单体

工程）

李远

88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城第八学校 卢少亮

89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天地源·曲江香都 E区（三

期）
晏乐

90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西派宸小区项目一标段 王平

91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西安自然界 A3 地块 A3-8、

A3-9 组团项目三期
吴青尧

92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西安自然界 A3 地块 A3-8、

A3-9 组团项目二期
李前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