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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辽宁省建设工程世纪杯 

（省优质工程）名单 
（排序无先后） 

沈阳市 
1 工程名称：沈阳华润二十四城二期-1施工总承包第二标段4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建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华润置地（沈阳）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 工程名称：住宅、商业（沈阳中海城01C地块）项目施工第二标段C2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中海新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 工程名称：沈阳中海城01C地块一标段C15#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中海新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华夏易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4 工程名称：沈阳中海城01C地块一标段C1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中海新海汇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华夏易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诚信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5 工程名称：赤山路北-1地块项目（沈阳美的城三期）3.1标段7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市美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辽宁中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6 工程名称：赤山路北-1地块项目（沈阳美的城三期）3.1标段73#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市美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辽宁中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 工程名称：沈阳龙湖春江天玺项目G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拓骏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B（一期）2#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新大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祺鹏集团有限公司 

9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B（一期）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新大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祺鹏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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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名称：沈阳华润万象府（三期）施工总承包 1A号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名成广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华润置地（沈阳）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11 工程名称：沈阳华润万象府（四期）施工总承包 15号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名成广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华润置地（沈阳）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12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23#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中盛瑞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2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中盛瑞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4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 B（三期）2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中盛瑞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5 工程名称：东北大学南湖校区 RAL国家重点实验室（沈阳） 

施工总承包单位：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东北大学 

设计单位：智诚建科工程技术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6 工程名称：沈阳居住、商业（5.2期）G3#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吉天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7 工程名称：沈阳居住、商业（5.2期）G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吉天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8 工程名称：沈阳旭辉花园北区（A区）二期H0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圣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辉羽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9 工程名称：沈阳居住、商业（旭辉花园东区）B区H1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圣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辉明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 工程名称：沈阳居住商业（星海路—4地块二期）-B2#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21 工程名称：沈阳唐轩美境三期一标段G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庞大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华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天津广源恒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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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名称：沈阳西窑钢材市场地块(一期)-1地块一期3-1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赤峰宏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万科宸北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市华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3 工程名称：沈阳西窑钢材市场地块(一期)-1地块一期3-12#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赤峰宏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万科宸北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市华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新佳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4 工程名称：沈阳融创城二期2#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唐轩铂金房产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北京东方华脉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25 工程名称：沈阳明华香峪兰溪二期4#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明华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 工程名称：沈阳明华香峪兰溪二期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明华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 工程名称：沈阳明华香峪兰溪1.5期3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明华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D二期13#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新大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祺鹏集团有限公司 

29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D二期15#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新大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中盛瑞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0 工程名称：沈阳万科翡翠新都会2#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万科保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新大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1 工程名称：沈阳万科翡翠新都会3#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万科保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新大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2 工程名称：沈阳星汇云锦花园（二期A）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33 工程名称：东软智能医疗联合研究院（沈阳）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华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振东建设工程监理股份有限公司 

34 工程名称：204号风洞厂房及辅助用房（204a号动力站）（沈阳）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沈飞旭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空气动力研究所 

设计单位：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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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程名称：204号风洞厂房及辅助用房（沈阳）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沈飞旭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空气动力研究所 

设计单位：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6 工程名称：沈阳华发新城德仁里1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华畅置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银达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7 工程名称：沈阳市皇姑2018-02号水厂地块项目一期1.2标段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8 工程名称：沈阳市皇姑2018-02号水厂地块项目一期1.2标段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9 工程名称：沈阳伯官美苑二期A地块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中冶沈抚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设项目管理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40 工程名称：沈阳恒大滨江左岸二期1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沈阳华昌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41 工程名称：沈阳恒大滨江左岸二期1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沈阳华昌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42 工程名称：沈阳市皇姑2018-02号水厂地块项目（一期1.1标段）5#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43 工程名称：沈阳市皇姑2018-02号水厂地块项目（一期1.1标段）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金科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44 工程名称：沈阳奥园新城（二期A2）二标段9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奥园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华夏易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5 工程名称：沈阳奥园新城（二期A2）二标段9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奥园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华夏易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6 工程名称：沈阳奥园新城（二期A2）二标段10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奥园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华夏易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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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工程名称：沈阳保利大都会二期1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中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48 工程名称：沈阳保利大都会二期1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中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49 工程名称：沈阳保利大都会二期2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中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50 工程名称：普洛斯沈阳大东物流园项目B-3#物流库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普东仓储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建筑大学建设项目管理公司 

51 工程名称：沈阳北塔钢材市场地块（二期）项目3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华润置地紫云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52 工程名称：沈阳北塔钢材市场地块（二期）项目3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华润置地紫云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53 工程名称：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扩建门诊病房科研教学综合楼（沈阳） 
施工总承包单位：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1：广东冠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2：沈阳金创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3：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4：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1：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建设单位2：辽宁轩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希地环球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54 工程名称：沈阳金地艺境（居住、商业）四期8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55 工程名称：沈阳金地艺境（居住、商业）四期9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56 工程名称：沈阳雅居乐花园B（一期）14#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新大陆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祺鹏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市市政 
1 工程名称：沈阳中德园宝马新工厂区域综合管廊工程（开发22路综合管廊土建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铁西新城综合管廊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市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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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名称：沈阳市辽西北供水工程输水配套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吉林中交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3 工程名称：沈阳中德园基础及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开发二十五号路排水、道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铁北方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承包施工单位：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承包施工单位：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西部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沈阳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 工程名称：沈阳胜利大街快速路-阳光路立交桥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快速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沈阳美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 工程名称：新民市宜居乡村建设2016年新增村内道路及边沟改造项目施工二标段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中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工程名称：沈阳地铁十号线张沙布站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7 工程名称：沈阳地铁十号线长江街站 

施工总承包单位：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江苏盛华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 工程名称：沈阳地铁十号线长江街站至中医药大学站区间 

施工总承包单位：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江苏盛华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 工程名称：泰安市环山路东延改造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山东高远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设计单位：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泰安瑞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济南中建建筑设计院  

沈阳市群体 

1 工程名称：沈阳星河湾 DL-14016号地块居住、商业（一期）5#-10#楼及 DX1#南段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沈阳港丰巨宝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哈尔滨工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 工程名称：沈阳唐轩北廷二期（5#、22#-2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分包施工单位：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市 
1 工程名称：大连金广海湾城2-2-12#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金广嘉亿置地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大连鼎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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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名称：大连市中山区景山街旧区改造地块项目B区1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华润置地(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大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佳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 工程名称：大连水泥厂搬迁改造宗地项目F区1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建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润置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大连都市发展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房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 工程名称：大连市第63中学搬迁建设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三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弘艺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舟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5 工程名称：大连水泥厂搬迁改造宗地项目D区2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润置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大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昕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 工程名称：大连市沙河口区莲花山路南侧、成仁街东侧地块（星海融汇翠庭项目5号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连信土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7 工程名称：大连市东港区I04地块项目6号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深圳壹创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8 工程名称：大连市普兰店区三十二中学（南京大学科技实验学校中学部）新建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三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普兰店区人民政府皮口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大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宏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 工程名称：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中心小学（南京大学科技实验学校小学部）新建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三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普兰店区人民政府皮口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大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宏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 工程名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一期1-4#楼-门急诊医技综合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三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市国有房屋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市水运 
1 工程名称：大连港大窑湾北岸汽车物流中心配套码头工程 7#泊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港北岸汽车码头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港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 工程名称：大连汽车码头 4#泊位工程—水工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海嘉汽车码头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港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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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政 

1 工程名称：大连港大窑湾港北岸集装箱物流中心工程（中段）和大窑湾北岸港区
综合场站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北岸四路、湾里一路、湾里五路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港北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大连港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大连市小区 
1 工程名称：大连创新创业园（1#～6#单体及地下室）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大连德泰大厦发展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吉林中交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鞍山市 
1 工程名称：鞍山百脑汇科技广场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鞍山市纵横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 工程名称：鞍山瑞城·御园三期1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东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鞍山市实立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 工程名称：鞍山瑞城·御园三期2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东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鞍山市实立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抚顺市 
1 工程名称：抚顺市消防局官兵住宿楼建设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中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抚顺市消防救援支队 

设计单位：辽宁中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承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工程名称：抚顺汇银·东樾15#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汇银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辽宁北方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 工程名称：抚顺汇银·东樾1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汇银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辽宁北方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 工程名称：抚顺北台壹品1#、B#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抚顺中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抚顺矿业集团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 工程名称：抚顺县石文镇中心幼儿园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天缘汇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6 工程名称：抚顺汇银·东樾13#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天缘汇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7 工程名称：抚顺汇银·东樾1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天缘汇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8 工程名称：抚顺县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抚顺市金杭建筑有限公司 
9 工程名称：清原满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艺体综合楼建设项目（抚顺） 

施工总承包单位：抚顺市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清原满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  
监理单位：辽宁丰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 工程名称：清原水岸东城4#住宅楼（抚顺）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清源华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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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程名称：清原水岸东城5#住宅楼（抚顺）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清源华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城建设计院有限公司 

抚顺市市政 

1 工程名称：抚顺市新抚商贸物流产业集聚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榆林路道路

及其附属设施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中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抚顺市新抚区园林管理处 

设计单位：辽宁城建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穗丰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 工程名称：辽宁省沈抚新区有轨电车建设及西延工程EPC总承包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设计单位：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丹东市 

1 工程名称：丹东丹建新时代二期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丹东市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丹东市丹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工程名称：丹东丹建新时代二期1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丹东市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丹东市丹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工程名称：丹东金枫裕墅2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丹东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宗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恒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 工程名称：丹东金枫裕墅3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丹东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宗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恒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 工程名称：丹东鹏欣白金雅苑项目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上海鹏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丹东鹏欣水游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咨发建设监理预算咨询有限公司 

6 工程名称：丹东鹏欣白金雅苑项目2#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上海鹏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丹东鹏欣水游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咨发建设监理预算咨询有限公司 

7 工程名称：丹东东港翡翠公馆5#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丹东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丹东永同昌置地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丹东市兴泰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丹东市群体 

1 工程名称：丹东万江首府地产项目3#、4#、6#、8#、9#住宅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万江实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丹东万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锦州市 

1 工程名称：锦州紫光御景天地（一期）工程一标段1#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紫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凌海建安地产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锦州市建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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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名称：锦州紫光御景天地（一期）工程二标段4#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紫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凌海建安地产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锦州市建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 工程名称：锦州文化艺术中心建设ppp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4 工程名称：锦州中信钛业6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项目土建二标段-中央控制室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三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中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市市政 

1 工程名称：凌海市铁北城镇污水处理工程（一期）及配套管网 

施工总承包单位：沈阳中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口市 

1 工程名称：辽宁省烟草公司营口市公司联合工房建设项目联合工房 

施工总承包单位：大连九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辽宁省烟草公司营口市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名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辽阳市 

1 工程名称：辽阳灯塔市实验小学综合楼建设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中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灯塔市城区学校布局调整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辽宁圣霖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盘锦市 

1 工程名称：盘锦蓝色康桥 K 区三期朗润园 18#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路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盘锦广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工程名称：盘锦蓝色康桥 K 区三期朗润园 20#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路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盘锦广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 

1 工程名称：兴城市高级中学异地新建项目10#学生公寓 

施工总承包单位：兴城市四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兴城市教育局 

设计单位：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兴城市工程建设监理所 

2 工程名称：葫芦岛碧桂园御珑府9#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葫芦岛宏达金宇实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 工程名称：葫芦岛三和恬园小区二期工程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绥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葫芦岛市三和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葫芦岛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 工程名称：葫芦岛三和恬园小区二期工程 27#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绥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葫芦岛三和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葫芦岛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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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名称：葫芦岛三和恬园小区二期工程 16#楼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绥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葫芦岛三和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葫芦岛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 工程名称：葫芦岛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实训综合楼建设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绥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设计单位：葫芦岛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 工程名称：葫芦岛市第六高级中学食堂及实验楼建设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辽宁绥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葫芦岛市第六高级中学  

设计单位：葫芦岛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 工程名称：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商务实训中心建设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葫芦岛凯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设计单位：葫芦岛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辽宁方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群体 
1 工程名称：龙湾中央商务区初级中学建设项目-行政楼、实验楼、教学楼 1、 

教学楼 2、食堂、体育馆 

施工总承包单位：锦州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葫芦岛市龙港区教育局 

设计单位：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葫芦岛市仕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