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二季度“郑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标准化示范项目”名单

序
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
经理

监理单位

1 雁明府一期工程B-1地块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刘志均 河南建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
碧桂园龙城天悦建设项目三标段（

27#33#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

公司
周密 郑州众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
清华·大溪地11号院北院（清华·大溪

地L块开发项目）建设项目A标段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献菊

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4

中储恒科物联网系统有限公司称重物联

网制造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职工活动中

心

中耀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荣建强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5

中储郑州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及物联网示

范项目物流仓库（1-3号）、办公楼、

倒班楼及附属配套等施工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连营
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6
碧桂园龙城天悦建设项目五标段

（22#23#楼）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吕涛 郑州众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7
金地格林小城S6期B区建设项目42#44#

楼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 陆东

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8
郑州市惠济区天山路

（滨河路-天元路）道路工程

郑州市市政设施维修建设

有限公司
段晓伟

河南华冠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9 郑州（东部)环保能源工程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有

限公司
李善红

北京五环国际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10
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17年度中牟

县狼城岗镇项目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
刘红国

中牟县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河南省华夏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11
星联安郡南苑10#至16#楼、17#底商住

宅楼、地下车库
卫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永生

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2
建业·电影小镇之橙园：1#至7#楼、地

下车库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伟娟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3

万科溪望苑1#楼、2#楼、9#楼、10#楼

、11#楼、S1#楼、S2#楼、大门及地下

车库

河南诚宸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元海军

广东恒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14
民安医药物流有限公司高性能医疗器械

项目二期1#、2#楼
宜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郎炳旭 元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5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项目

1#厂房

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王宗静 河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6
永丰乐城阳光里8#、16#、25#、28#楼

及地下车库工程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第七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闫红兵 新郑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17 凯悦国际城1#、2#、5#、10#楼
河南中鹊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司义军

河南省中原建设监理中心有

限公司

18

二七区紫云路等21条区代建市回购道路

建设工程第一标段：永和路（凯旋路-

南四环）道路工程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刘军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工程

19

二七区紫云路等21条区代建市回购道路

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双铁路（大顺路-

郑密路辅道）道路工程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刘军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工程

20

二七区紫云路等21条区代建市回购道路

建设工程第一标段：南桂路（南四环—

天泰路）道路工程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刘军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工程

21

二七区紫云路等21条区代建市回购道路

建设工程第一标段：侯寨南环路（侯寨

西环路-南四环）道路工程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刘军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工程

22

二七区紫云路等21条区代建市回购道路

建设工程第一标段：樱桃路（郑密路-

侯寨南环路）道路工程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刘军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工程

23
郑州市金水区杨君刘城中村改造工程项

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

司
冯宏杰

北京康迪建设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

24 郑州桑园项目安置自住区总承包工程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

限公司
郭付江 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5 碧桂园西流湖名城二号院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宋雪朋

郑州高新建设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

26
东史马城中村改造U07-1-1地块项目（C-

1#楼、C-1#楼地下室及地下车库）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

局有限公司
李成方

中汽智达（洛阳）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27 建业嵩悦府（东地块）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要力明 河南开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8 郑住•天地云墅项目一期二标段
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何振东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9 世纪香熙园一期
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陶骏杰 河南荣耀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0 锦艺四季城香颂苑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陈海翔 河南建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1 中州坊二号院（一期）项目8#、9#楼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侯群波

河南新恒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32 碧桂园国控天誉苑一标段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严硕 河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33 融创.晟禧园
河南诚宸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马绍红

天津广源恒信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34 亚星云水居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房亚军

河南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35
亚星盛世雅居（B-14地块）11～17号楼

、通地下室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王向阳

河南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36 泰宏建业国际城15号院
河南林祥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王拴柱

河南省豫建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37
旭辉有园4#、7#-17#楼、S2-S4商业、

地下室二、18#楼（幼儿园）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

公司
孙祖洋 河南沪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8 旭辉有园项目施工一标段
上海新置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武永涛 河南沪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9
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A2

部分五工区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

公司
刘刚

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40
郑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工程正线风

水电安装及装修工程施工

中铁四局集团机电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刘磊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1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西

四环段施工一标段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高振波

河南高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42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西

四环施工四标段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李水才

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河南清鸿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43
郑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正线风水电

安装及装修工程施工05标段

中铁七局集团电务工程有

限公司
苏银德

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44
郑州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土建施工08

标段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豹

兰州交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45
郑州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州段

）土建施工09标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

公司
张汉武

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理有

限责任公司

46
管城回族区豫三路（苏庄路—豫兴路）

道路工程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候志平

河南省致诚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47
郑州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土建施工09

标段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曾亮 天津路安工程咨询有恨公司

48
郑东新区白沙园区综合管廊项目（一期

）工程施工第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
李伟斌

上海同济市政公路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49 郑州市陈三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施工
河南五建城乡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魏辉

河南省豫建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50 正弘臻筑一标、二标段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李丽花

河南新恒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51

郑东新区龙湖区龙北一路跨北引水渠桥

等四座桥梁及其连接道路工程施工第一

标段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

任公司
罗贤亮 河南宏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52 郑州市森林公园拆迁安置项目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张田四

河南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53
郑州市郑东新区文苑学校建设项目施工

总承包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齐涛

河南省华兴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54 正东·龙润国际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许巍

元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55
郑州市郑东新区北三环-龙湖中环路东

立交桥工程施工第三标段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高振波

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56
同晟·象湖澜湾1号院 （A1#-A10#楼）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莫小刚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57 同晟·象湖澜湾2号院（B1#-B10#楼）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季卫华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58
 郑东新区大雍庄社区A区主体工程施工

第三标段

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来宏亮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