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黔建科字〔2019〕338 号

关于公布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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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规划建设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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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了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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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贵阳中心”等57 项工程立项为第十四批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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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公布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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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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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9 月3 日



附 件

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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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丰·贵阳中心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贵南客专贵州段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3 碧桂园星臣贵阳 1号工程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
兴义市人民医院门急诊综合楼建设项

目土建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5
当代置业龙里全生命周期建设项目（一

期）A-1 区、B区（1.1）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 盘州群众艺术馆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 习水县 2017 年九龙棚户区改造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 遵义金科中梁华府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
宝能科技城（宝华一期）A-06-02 地块

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0
西南粮食城调控交易中心（贵州省军粮

应急保障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1
贵阳远大生态三期二组团（30~39 号楼

及 4、6号地下室）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2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

养基地、康复病房楼及地下停车场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13 盘州农产品加工项目园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4 贵阳宜家家居商场工程 贵州宏科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

目（二期一标）实训楼及游泳馆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6
贵阳市人民大道（南段）道路工程上跨

沪昆铁路立交桥工程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17
美的广场项目 T1、T2、T3 栋及地下室，

C1、C2-1、C3 栋商业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
铜仁学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工程

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19

2014 年毕节学院公租房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及贵州工程应用技

术学院高层次人才住房建设项目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20
遵义红花岗区中医医院经开区新院项

目
中建四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
新建长沙至昆明客运专线贵安站站房

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2 石阡县劝农亭--酒店 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
黔南州供销社“三位一体”电商扶贫综

合服务中心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24 遵义市康养示范中心项目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25
安顺市西秀区 2015 年凤凰片区一期城

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6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水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 EPC 总承包一标段-龙洞堡污水

处理厂一期工程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27
华中师大一附中高新白云嘉禾学校建

设项目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28 遵义市妇幼保健院（新蒲医院）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峰林 ONE 一期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30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工程实训中心
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31 杨柳湾住宅小区 7#-16#楼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32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教学实

训楼（B4）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33 碧桂园·西南上城一期紫御府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34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综合楼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35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数据安全产

业示范区A区建设PPP项目国家大数据

安全靶场（竞演区）施工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36
中国移动通信（贵州）公司数据中心二

期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37 桐梓县高铁片区核心商圈 A地块 2#楼 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8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三

期）施工工程南食堂工程
贵州建工安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9
贵州省青年职业中专学校（贵州省团

校）改扩建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0
兴义农商银行业务用房建设项目（一

期）土建部分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1 黄金路高层商住楼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2 遵南清溪府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43 北大资源梦想城项目 8号地块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44
七星关区城市棚户区德溪新区流仓安

置点二期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45 贵阳清镇伊甸园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46

贵州省图书馆异地扩建项目贵阳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贵阳市中小学课外教育

基地）建设项目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47
贵州黄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办大楼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8
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核心区南园·智谷

（二期）第五标段施工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9
沙文镇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 C区 C1 标

段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50
大龙经济开发区北部轻工业产业孵化

建设项目（二期）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51
仁怀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停车场综合体

工程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52
紫云县黄家湾水利枢纽工程首部枢纽

工程
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

53 都匀市大河水库工程 I标项目 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

54 佳和天下.豪布斯卡建设项目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55
平罗高速公路 PLTJ-12 标（平塘特大

桥）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

交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56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1#、

2#学员宿舍及第二食堂建设项目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57 安顺学院改扩建工程二期建设项目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