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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下半年（第四批）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

范工程已通过验收的工程名录 

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验收成绩 

南宁市轨道交通 2号线土建施工 8标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湘雅常德医院建设工程 湖南德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西安交通大学一、二村危旧房改造工程（二期）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研与基础学科大楼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苏地 2012-G-98号地块二期总包工程一标段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优良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一期工程中心区西块

工程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电力科研楼等 3项（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科技

研发中心建设工程）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日照兴业喜来登广场 6#写字楼项目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青岛市地铁运营控制中心工程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青扬城市广场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朗成大时代商住楼项目（2#、办公楼、商业综

合楼） 

浙江大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南京生物医药谷研发中心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西安·绿地中心 A座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宜昌庙嘴长江大桥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泉港海晶大厦及盐湖城工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苏州滨河世贸中心 中联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杭州市紫之隧道（紫金港路-之江路）工程第

Ⅱ标段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偃师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良 

石家庄传媒大厦工程 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新纪元广场（新疆财富中心)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建设一期工程

飞机研发中心 A段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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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验收成绩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渭柳佳苑安居小区二

期棚户区改造住房工程 AB标段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合格 

广西建工大厦 1#楼、2#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良 

临汾恒大华府二期 11#-13#楼及剧场、

幼儿园工程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山西农业大学生物工程实验楼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巴彦淖尔市新区医院项目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扬州智谷科技综合体工程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中海油天津研发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施工

总承包工程二标段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水利坊房地产开发项目 4#、5#、9#楼、

幼儿园及地下车库工程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苏地 2013-G-30地块 2＃、7＃、13＃及

地库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旭日上城二区建设项目 E 组团 15#、

18#、21#楼、配套设施及 5#地下室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宇通新能源销售综合服务楼及售前部工

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天津地铁 6号线工程土建施工第 R1合同

段金钟河大街站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鹤岗至大连高速公路项目靖宇至通化段

（HD02合同包）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天津地铁 6号线 R1合同段徐庄子站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嘉海花园（8~21号楼）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中建海峡商务广场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良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东城逸家建设项目二标段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禹城金辰国际花园 4#、5#楼及地下室车

库工程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南站城郊铁路一期

工程土建施工 09标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东海县人民医院迁建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世博生态城-低碳中心绿色施工示范工

程 

云南建投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青海省图书馆（二期）、美术馆、文化馆

项目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良 

百度科技园（二期）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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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验收成绩 

新建九江至南昌城际铁路工程南昌站改造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中国移动淮安呼叫中心 CC-1客服用房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太原幸福里项目 7#、8#、9#商住楼及地库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海棠湾红树林七星度假酒店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服务中心大楼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包商银行商务大厦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东航技术应用研发中心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北京地铁燕房线 04标段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济南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A5-4#、A5-5#楼及附属设

施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哈尔滨银行大厦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IT容灾、研发及后援中心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研发楼（北京黄石科技研发中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晋江国际鞋纺城一期工程二标段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A栋综合楼等 10项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2#办公、商业楼；3#办公、商业楼（长城金融工

程项目）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沿海菱角湖壹号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优良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X88R1地块二类居住（配

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1#住宅等 10项（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8号 0304-622

地块住宅混合公建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金税三期工程数据中心（北京）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1号办公商业楼等 3项（丰台区花乡四合庄

1516-25、27地块商业金融项目）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章丘唐人中心 A地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青岛国际创新园二期 C、H、D1、D2、E楼工程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保利·国际广场工程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陕钢 115街坊南院高层住宅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宝钢总部基地项目【1号楼（B03B-01地块）】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翔建·御景华府 1#～3#楼工程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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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验收成绩 

晋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

工程Ⅱ标段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济南汉峪金融商务中心工程 A7地块一标段工程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A座商业办公楼等 5项（奥体南区 2号地项目）一

标段 A座商业办公楼、A座 1#2#人防出入口、地下

商业主出入口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新院建设工程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合格 

01-12-02地块等 2项（01#、02#楼商业综合楼）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中国国学中心（公益性文化设施）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良 

1#教学楼等 20项（河西区 X78 地块中学工程项目） 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北京首开万科通州区台湖镇 4-1-017、4-1-010地

块居 ）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A座办公用房等两项（顺义新城第 26街区

2606-003-03地块 C2商业金融项目） 
中北华宇建筑工程公司 

优良 

网易北京研发中中心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商业金融（东城区崇文门路口东南角 0138-607地

块商业金融项目）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溧阳市人民医院新院工程 
江苏五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周村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部 2#楼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优良 

江苏省人民医院门急诊病房综合楼 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1#办公楼等 7项[昌平区北七家镇公建混合住宅用

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总公司 优良 

全国妇联办公楼改扩建项目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优良 

天马中心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优良 

正海大厦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优良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疗综合楼二期内科大楼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临夏体育馆建设项目、临夏规划科技经济馆、临夏

民族大剧院○4临夏体育场建设项目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

公司 

优良 

临夏州人民医院迁建项目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

公司 

优良 

绿地智慧金融城项目一期工程 H地块施工一标段施

工项目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合格 

广西绿色建筑示范小区二期工程 6号楼、7号楼、8

号楼、9号楼及二期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优良 

淄博高新区现代老年生活中心世博国际高新医院

门诊医技病房综合楼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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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路 49号天福山庄项目一标段 青岛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工学教学科研综合楼 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 优秀 

东营市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中心暨内科病房综合楼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 

青岛万科桃花源项目 A1地块（1.2期）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海门市人民医院新院门急诊医技楼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优良 

盛科城一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优良 

天津临港经济区商务大厦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天津地铁 3号线控制中心变更工程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信拓·滨湖国际 江苏信拓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优良 

烟台五彩文化创意产业园产业一期工程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龙福佳园工程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洲际酒店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悦方中心项目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滨河商务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银丰财富广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A4地块综合楼及附属设施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万寿片区安置房工程（一期）一标段施工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哈尔滨银泰城 E13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新城国际三期 D#楼及地下车库二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蚌埠市博物馆、规划馆及档案馆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麒麟山庄 22#-24#、26#-29#楼及 3#地库 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哈尔滨万达文化旅游城酒店群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锦州市太阳广场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圣水嘉名）居住、公建混

合项目四期工程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六工程 优良 

合肥万达文化旅游城 A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中海城南一号 B地块 CD座办公楼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凯特·梅溪紫郡 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格 

烟台大学西侧地块 1-3号商住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优良 

联合财富广场 1#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青岛外语学校新建工程一期项目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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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利广场工程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合格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号住院  综合楼改扩

建项目主体及附属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常州市新乐花园二期（2#3#5#6#7#8#  楼及地下车

库、地下车库一、地下车库二） 

江苏武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千禧河畔大酒店项目 四川省建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长安万科中心 8栋商业办公楼及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电子商务中心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海上世界双玺花园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商业、办公楼工程（琶洲村改造项目地块四自编

C-1、C-1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优良 

当代艺术馆与规划展览馆总承包工程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优良 

中洲大厦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七贤岭原生生绿谷地块项目 大连九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新建大连图书馆 大连三川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东港区 I09-01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项目 大连宜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前关旧区改造项目（B地块）B-20#～22#,34#～37#

楼、39#楼、B-40#-3 

大连名成广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东港区 A04地块 B区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中航国际广场 D区（沙河口区中山路、万岁街、五

四路、连胜街围合地块）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良 

梅溪湖国际广场一期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优良 

梅溪湖国际广场二期公建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优良 

长沙德泽苑综合楼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优良 

苏州中心广场二标段土建总承包工程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国瑞企业总部基地龙瑞苑写字楼工程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怡佳晋阳园西寨村城中村改造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成都地铁 7号线工程土建工程第二标段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宁和城际轨道交通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NH_TA09标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合格 

坪塘集镇片保障房工程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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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完成单位 验收成绩 

普宁国际商贸中心金沙国际大酒店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优良 

省建院江雅园工程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优良 

中航工业贵阳航空发动机产业基地项目 101号科研

楼工程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葫芦素选煤厂外围工程 中煤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良 

宏桂。香兰花园 1#-3#楼及地下室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优良 

未名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 1#-4#厂房工程 安徽金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福康家园公共租赁住房住宅项目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良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新建门诊楼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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