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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获钱江杯尧 杭州市标化样板工
地尧杭州市示范民工学校等荣誉遥项目建筑
面积 36648平方米袁属于浙江省重点工程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尧 省安装奖遥
项目建筑面积 67598平方米遥

浙江省职工服务中心45 浙江省公安厅信息技术中心46 中控系统集成大楼47 衢海大厦48

该项目获鲁班奖 遥 项目建筑面积
50000余平方米袁站台规模为 5台 9 线袁是
国家野四纵四横冶铁路客运专线要要要沿海快

速铁路通道上一个重要客站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 项目建筑面
积 39030平方米袁是黄岩区标志性
建筑之一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 项目建筑面
积 78587平方米袁是舟山市第一个
鲁班奖工程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 项目配有 2 台 100

万千瓦发电机组袁 并同步完成脱硫和脱硝
装置建设袁是省野五大百亿冶工程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 项目建筑面
积 131000平方米袁 总规模为 10台
18线袁 横向总宽 63米袁 纵向总长
243米袁外型宛如腾飞的凤凰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尧詹天佑奖遥 项目建筑
面积 155569平方米袁站房设 15台 30线遥杭
州东站是亚洲最大交通枢纽之一袁 也是国
家九大铁路枢纽站之一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项目同步完成脱硫尧
脱硝装置建设袁工程施工质量优良袁实现了
分散控制系统受电尧 倒送电尧168小时满负

荷运行等所有里程碑节点一次成功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 项目建筑面
积 320000平方米袁包含 21个单体袁
是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核心项目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项目建筑面积约 44908

平方米袁建筑造型端庄大气袁富有地域民族文
化内涵遥青海师范大学是青海省历史上单项投
资规模最大的教育事业建设重点工程遥

杭州铁路新客站01 黄岩区行政大楼02 绿城舟山大酒店03 宁海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04 银川火车站05 杭州火车东站06 安徽凤台电厂二期扩建工程07 浙江音乐学院08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项目建筑面积 63000

平方米袁 外形宛如一颗镶嵌在金色框架中
的巨大钻石袁与周边建筑交相辉映袁成为钱
塘江畔的新地标遥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新办公大楼09 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中心工程10

该项目获鲁班奖遥 项目建筑面
积约 103638平方米袁地上 16层袁地
下 4层袁 建筑主体造型为优雅含蓄
的古典风格遥 酒店承担了 G20尧B20
等重要接待任务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渊参建冤遥 项目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氟化工基地尧省
八五重点工程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渊参建冤遥 项目
建筑面积约 199000平方米袁是国家
野十五冶重点建设工程袁也是国内同
期一次性核准建设规模最大的火力
发电工程遥

该项目获鲁班奖渊参建冤遥 项目
建筑面积 60584平方米遥

该项目获詹天佑奖尧国优装饰奖尧钱江
杯遥项目建筑面积 84724平方米袁是全省电
力生产调度的中心枢纽遥工程技术含量高袁
地下三层超深基坑尧 大面积钢 -砼组合结
构尧绿建高标准袁均是当时国内罕见遥

该项目获詹天佑奖遥 项目建筑
面积 62112平方米袁是国家投资尧文
化部主管的重点工程项目袁 同时也
是浙江省的重要文化建设项目遥

该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尧詹天
佑奖遥 项目建筑面积 130096平方
米袁位于钱江新城核心区袁呈金色
球形宛如太阳袁是杭州的新地标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袁集团获评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遥 工程作为国家
43项援藏工程的三大重点项目之一袁 集团
设计施工及全系统调试运营有效工期仅 11
个月就实现了野交钥匙冶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遥 项
目建筑面积 68000平方米袁 浙大科
技园是全国首批 22个国家大学科
技园之一袁 也是当时浙江省唯一的
国家大学科技园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遥 项
目建筑面积 17356平方米袁 屋面采
用大跨度钢架和全进口新材料膜屋
顶遥 作为省重点建设工程袁当时是
浙江省最大的游泳馆遥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11 浙江衢化氟化工一期工程12 嘉兴电厂二期13 浙江保罗大酒店14 浙江电力生产调度大楼15 中国美术学院校园整体改造工程16 杭州国际会议中心17 西藏体育馆18 浙江大学（老和山地块）科技园19 浙江省体育训练中心游泳馆20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遥 建
筑面积 46184平方米袁 位于杭州武
林广场袁是市中心一座硬件一流稀
缺甲级写字楼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遥 项目建筑
面积 87221平方米袁位于钱江新城袁采用了
先进的钢筋砼筒体结合钢框架 -支撑结构

体系袁类似项目较少袁技术难度高遥

该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奖渊参
建冤遥项目占地 1.42平方公里袁有 50
座 10万立方米储油罐袁依山而建袁
比邻江海袁总库容为 500万立方米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尧国
家 野AAA级冶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
工地遥项目建筑面积 42018平方米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尧 浙江省建
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遥 项目建筑面积
51615平方米袁是集商务尧餐饮尧客房尧健身
等于一体的综合工程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袁钢
结构金奖遥 项目建筑面积 60792平
方米袁能够承办国家单项比赛和地
区性综合比赛遥

该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奖遥 项
目建筑面积 159212平方米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遥 项
目建筑面积 87821平方米袁 由 1号
楼镇海大厦和 2 号楼镇海行政服
务中心组成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尧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遥项目建筑面积 94490平方米袁
层高 14层遥 幕墙工程包括石材幕墙尧玻璃
幕墙尧铝单板幕墙共 50000平方米遥

浙江时代大厦21 杭州广播电视中心一期工程22 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23 平湖市行政中心行政大楼24 宁波国际金融服务中心25 乐清市中心区体育中心26 中国（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27 镇海新城核心区商务楼28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办公楼29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遥 建筑面积

123852平方米袁地下 3层袁地上 40层袁由地
上 5层裙楼商业及 35层超 5A级写字楼组

成袁建筑高度 166.7米遥

四川通威广场30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尧 全国安全
文明施工 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遥 项
目建筑面积 135592 平方米袁 建筑层数 19
层袁病床数为 1500床遥

该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遥 项
目建筑面积 56951平方米袁定位为
实验中心尧省建设科技推广中心等
业务用房遥

该项目获评中国安装之星尧
浙江省金刚奖遥 项目建筑面积
84545平方米袁为世界互联网大会
永久会址遥

该项目获全国钢结构金奖尧西
湖杯遥 项目为钢结构保障房项目袁
建筑面积约 660000平方米遥

该项目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尧 钱江
杯遥 项目建筑面积 33674平方米袁 是 G20

峰会项目中规模最大尧投入最多尧施工难度
最高的项目遥

该项目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
奖尧钱江杯遥项目建筑面积 33330平
方米遥

该项目获全国优秀装饰奖尧钱
江杯遥项目建筑面积为 194726平方
米袁地下 2层袁地上 25层遥

该项目获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

程尧全国绿色建筑三星级尧全国标化工地尧
钱江杯等遥 项目建筑面积 33656平方米袁是
全球第一家以低碳为主题的大型科技馆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 项目地下室
面积约达 15600平方米袁是集团地
下室面积最大的工程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尧华东杯遥项目建筑面
积 46060平方米袁 是集办案尧 专业技术训
练尧培训管理尧办公会议等多项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性大楼遥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城区医院31 浙江建设科技研发中心32 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33 钱江世纪城人才专项用房34 北山路 84号国宾馆接待中心35 梅山保税港区商贸楼36 杭州东部国际商务中心37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38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9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办案用房40

该项目获钱江杯尧全国标化工地遥工程
建筑面积 144404 平方米袁 为大型公建工
程袁涵盖高层办公尧游泳馆尧球类运动馆尧展
览尧剧院尧电影院等众多功能建筑袁属于杭
州市重点工程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项目建筑面积 20200
平方米袁 是全国首个以湿地为主题袁 集收
藏尧研究尧展示尧教育尧娱乐于一体的国家级
专业性博物馆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尧G20杭州峰会优秀建
筑装饰工程奖遥 项目建筑面积 22999 平方

米袁将原丝博建设成了一个功能完善尧新旧
融合共生的园林式博物馆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尧省优装饰工程奖遥项
目建筑面积 35268平方米遥 建成后的大楼
为省公安厅信息技术中心袁也是全省反恐尧
抗洪救灾尧应对突发事件的指挥中心遥

杭州市职工文化中心41 中国湿地博物馆42 中国丝绸博物馆43
该项目获钱江杯尧省优装饰奖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 项目建筑面

积 67000平方米遥

浙江省建工大楼49 杭州市政府原办公大楼50

该项目获钱江杯袁入选杭州首
届野十佳建筑冶遥

杭州大厦51
该项目在 1998年被评选为野杭

州城市建设十大新景观冶 之一袁是
杭城当之无愧的文化坐标遥项目建
筑面积21266平方米遥

该项目位于武林 CBD中心袁
为高层钢结构袁建筑面积约 117000
平方米袁地下 3层袁地上 31层遥

该项目在 1998年被评选为野杭
州城市建设十大新景观冶之一遥项目
建筑面积约 13万平方米遥

该项目是杭州从 野西湖时代冶
向野钱江时代冶迈进的文化标志袁项
目建筑面积 5.5万平方米遥

该项目位于钱江新城核心区
渊CBD冤袁整体展现了城市尧建筑尧生
态尧文化及市民的关系遥

该项目获评全国建筑业绿色
施工示范工程尧 市西湖杯等荣誉袁
项目建筑面积 178071平方米遥

该项目是 G20杭州峰会主会场
之一遥 杭州 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
人非正式会晤在西湖国宾馆举行遥

该项目是 G20杭州峰会主会场
之一遥 杭州 G20峰会欢迎晚宴在西
子宾馆举行遥

该项目获浙江省钢结构金刚
奖遥 项目建筑面积 126429平方米袁
是世界浙商大会的永久会址袁传承
浙商文化的重要平台遥

浙江展览馆52 杭州武林门旅游客运中心53 浙江世界贸易中心54 杭州大剧院55 杭州市民中心56 亚厦总部大楼57 西湖国宾馆58 西子宾馆59 西湖区文体中心60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项目总用地
面积 109399平方米袁 站台规模 4
台 10线袁是甬台温铁路尧温福铁路
和金温铁路的交汇接轨车站遥

温州火车南站61
该项目是迄今为止集团承建的最大

的市政工程袁也是在西藏承建的最大建
设项目遥 项目全长 20.43公里袁主线新建
特大桥 1座尧大桥 2座尧中桥 2座遥

该项目是集团第一高楼袁 也是
兰州市第一高楼遥 项目建筑面积约
138000 平方米袁 地上结构高度为
266米袁桅杆高度 313米遥

该项目先后获评金华市标化工地尧省
属高校赛区立功竞赛先进集体等荣誉遥项
目建筑面积 292351平方米袁 采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渊PPP冤模式遥

该项目获全国优秀装饰奖尧全
国标化工地尧江河源杯遥 项目建筑
面积约 143800平方米袁 是公立性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 项目建筑面
积 408000平方米袁24个单体袁是浙
江省目前最大的一个国际联合办学
项目遥

该项目获省建筑结构优质工程奖尧省
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荣誉遥 项目
建筑面积 67365 平方米袁 建筑高度主楼
207.7 米袁为集办公尧商业为一体的超高层
建筑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 项目由浙江省全
额援建袁建筑面积 5500 平方米袁是铭记
耶5窑12爷汶川特大地震灾难尧再现抗震救
灾历程尧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尧展示灾后
重建成果的重要场所遥

该项目获海南省野绿岛杯冶遥 项
目建筑面积约为 102890平方米遥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62 青海红十字医院63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64 汉江国际大厦65 四川青川地震博物馆66 青海省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67 拉萨市南环线68 兰州红楼时代广场69 博鳌恒大国际医学中心70
该项目获全国 AAA 文明标化工

地尧江河源杯遥项目建筑面积 33170平方
米袁是青海省野十二五冶重点工程袁为青
海省规模较大的公益性建设项目遥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 项目建筑面
积 8500平方米袁是中国第一座湖泊
类专题博物馆遥

杭州西湖博物馆44
该项目获钱江杯遥 项目建筑面

积 75786平方米袁 是杭州滨江区新
的标志性建筑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