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关于公布第十五批贵州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

示范工程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市（州）、贵安新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示范项目勘察、设计、

施工单位，其他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推广应用

的通知》（建质〔2005〕26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业技术

创新工作的意见》（建质〔2006〕174 号）精神，做好《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2017 版）》的推广应用的工作,贵州省建筑业协会

组织开展了第十五批贵州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申报

和审查工作，确定“富力华庭”等 106 项工程立项为第十五批贵

州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根据贵州省建筑业协会申请，

现公布第十五批贵州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名单（详

见附件）。

请示范工程项目执行单位严格管理，精心组织，抓紧实施,

优质高效地按期完成示范工程建设任务。项目执行单位在示范工

程实施过程中要认真按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要求，作好有关技术

资料的收集整理。特别是关键工艺技术影像资料。并认真总结，

以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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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十五批贵州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名单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8 月 18 日



附件：

第十五批贵州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立 项 名 单

序号 示范工程名称 示范工程执行单位

1 富力华庭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2 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 B区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3 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 C区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4
贵阳远大·生态风景三期三组团（69~79 号楼及

7号地下室）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5 深国际贵州综合物流港项目二期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6 贵阳国际金融中心一期商务区项目(1#、2#)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 贵阳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
中铁开发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8 贵阳市轨道交通 2号线二期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9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T3 航站楼施

工总承包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0 重遵扩容项目 T13 合同段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

11 贵安时代城市花园项目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

12
贵州省德江至习水高速公路正安至习水段第三

合同段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13
银海元隆•熙府二期 C栋公寓及地下室部分 2-1

工程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

14 渔安·安井温泉旅游城“未来方舟”G7 组团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

15 贵州茅台医院项目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

16 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二期 D1 栋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17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消防救援、空

地服、后勤服务中心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18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大健康服务项 H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19 广大丽城项目二期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0 云上绿舟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1
贵州省农产品现代流通运营总部建设项目（一

期）（EPC）总承包项目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2
仁怀市中枢城区公安局炮台巷棚户区改造工程

二期施工招标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3 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二期）主体育馆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24 贵阳华润国际社区二期万象汇（I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25 渔安安井温泉旅游城世界贸易中心项目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6 凯里畅达国际 B1 地块 3、4号楼
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7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信息综合楼建设项

目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8 白云区健康医疗产业中心建设项目（第二标段）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9 白志祥骨科医院门诊医技综合楼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贵州省石阡至玉屏（大龙）高速公路凯峡河特大

桥、周家湾隧道
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

31 毕节市倒天河三期水利综合治理工程新建 2号桥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32 贵阳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八标段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33 贵州省遵义至余庆高速公路 PPP 项目 中铁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 贵阳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 10 标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35
贵州省江口至都格高速公路瓮安至开阳段Ⅳ标

花梨隧道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36 环百花湖小康路提等改造工程百花湖大桥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37 台江县空寨水库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38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站前№6标平悦隧道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39
新建太原至焦作铁路山西段站前工程 TJZQ-6 标

段襄垣隧道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40 贵龙纵线干道二期工程（桥梁）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41 贵安供电局输变电工区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42 金龙.金色时代龙泉村花月井城中村改造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43 首钢贵钢老区开发棚户区改造项目 9-2 号地块
北京住总第一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44 贵阳红星利尔广场 AB 区工程项目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

限公司



45
贵黔国际总医院（贵州妇女儿童国际医院）一标

段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6 贵阳恒大帝景三期-2#、3#、4#、5#楼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7
贵阳乐湾国际 7-2 地块（云栖谷）项目 1#-5#楼、

19#23#楼工程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8 东原财富广场 4号楼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9 众悦城项目一期 3#楼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0
莲城金街 B区（B1-1、B1-2、B1-3）B 区（B1、

B2）楼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1
金地悦峰（城市综合体）（A1#、A9#、A15#、A16#、

S3#、2 号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2 贵阳房地产档案业务用房项目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

53 江岸豪庭项目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

54 毕节市梨树高铁客运枢纽中心项目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55 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 A区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56
渔安安井温泉旅游城未来方舟项目 F3 组团（T1、

T2、裙楼地下室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57
渔安安井温泉旅游城“未来方舟”C1 组团（环球

谷）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58 桐梓县汽车客运站建设项目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59 新蒲新区美的金科万麓府一期一标建设项目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

60 万润·温泉新城项目 4-1#地块、5#地块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61
贵阳西南商贸服务业集聚区综合交通枢纽—公

交枢纽及换乘中心（一期）PPP 项目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

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

局有限公司

62 匀峰商务写字楼项目 中建地下空间有限公司

63 状元台房地产开发项目一标段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64 金科·集美东方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65 贵阳市高新区融创数据小镇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66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HC-11-01）地块 22 组团

1~9#楼、地下室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67 贵阳恒大金阳新世界 2J 地块（1-8 栋及地下室）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68 铜仁市边城客栈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69
贵州国际旅游体育休闲度假中心白晶 38组团（一

期）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0 恒大帝景项目 24#、28#、29#楼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1
贵阳恒大中央公园 B1、C1 地块主体及配套建设

工程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2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改扩建（二

期）工程项目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3

中铁阅山湖 D组团二期一标段（D-11 栋、D-12

栋、D-121 地库（部分）及 D-125 社区商业（部

分））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4
贵州国际旅游体育休闲度假中心悦龙国城—悦

龙东郡一组团（三期）项目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5 中铁阅山湖云著综合体一期二标段工程项目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6
遵义恒大城五期 95#-102#楼主体及配套建设工

程项目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77
杨家山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B区 1栋、B区 3

栋、B区 4栋、B区住宅大堂及 B区地下室 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78
铜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

门急诊楼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79 贵阳市第三十八中学迁建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80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公安

及仓储用房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81
碧江区 2019 年鹭鸶岩片区(城中村)城市棚户

区改造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7#楼）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82 广大城 G4-3-18 地块学校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83 黔西南州兴义环城高速公路项目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84
遵义医科大学新浦小区实验室及附属用房（综合

实训中心）

贵州建工集团集团第五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5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股份公司

综合业务用房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集团第五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6 安顺市人民医院第一分院建设项目
通号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87 花溪区高坡乡中心完小改扩建工程 中建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88
贵州息烽循环经济装配式建筑建造产业基地（一

期）项目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

司

89 花溪区高坡乡五寨小学新建工程项目 中建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90 花溪区高坡乡云顶小学迁建工程项目 中建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91 贵阳恒大中央公园 E1 地块 6、7#楼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92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6#地块 1-15#楼、S1#楼、

S2#楼及地下车库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93 中枢城区公安局、炮台巷棚户区改造项目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94 湄潭至石阡高速公路河闪渡乌江特大桥 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95
当代置业•龙里全生命周期建设项目（二期）2.1

期 I 区

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96 贵阳市示范性学校（乌当校区）建设项目 贵阳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7 鰼国文化园文旅综合体项目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98 贵州剑榕高速公路土建 11 合同段
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99 遵义市新龙快线道路（南部新区段）建设项目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

100 南湖·丽水铭城·天鹅湖商住楼项目（贰标段）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01
贵州省沿河至榕江高速公路剑河至榕江段第十

五合同段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102
兰海国家高速公路重庆至遵义段（贵州境）扩容

工程路基、桥隧工程施工第 T8 合同段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103 富源同坐（二期）项目·学府黔城 C区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104 中建科技贵州绿色建筑产业园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

司

105
碧江区 2019 年油脂化工厂片区（城中村）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106

中国航发贵阳所沙文科研生产基地（一期）

A304a#压缩部件试验厂房、A305#测试技术楼、

A403#循环水处理厂房施工

贵州建工集团第十一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