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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关于表彰

2017 年度科学技术奖的决定

各关联协会 ，获奖单位 ，会员企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工程建

设科技进步与创新，根据《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评

选管理办法 (201 7 年修订稿))规定，经科委专家委员会评审和科

学技术委员会审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决定授予刘辉、龚剑

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上海中心大厦工程关键技术"等 4 项成果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多功能空间索面玻璃悬索桥设计新技

术"等 80 项成果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填海区复杂地层盾构

连续穿越近接同步建(构)筑群关键技术"等 362 项成果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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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工程建设企业和科技工作者向获奖者学习，锐意进

取，扎实工作，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服务国

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担当

起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重任，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 : 1 、 2017 年度中施企协最高科学技术奖名单

2 、 2017 年度中施企协科学技术进步奖名单

中

抄报 : 曹玉书会长 ， 各副会长 ， 秘书长，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
办公室

抄送 : 科学技术委员会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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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挝 推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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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362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民 推荐单位

• 

填海区复杂
'1' 闪电tt柴闭铁路il!设有限 丁锐、张、Ik~由、

地启后书Jiii
公司、中 It! illl*i Ji i.I!设投资 孙成111 、刘水波、 中间 II!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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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AJ 蝙号 项日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民 推拒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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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付tN~-: 张在Jl I 、 阮研 fI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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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庆、阳，H)'t 、 qlWIU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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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201 S-J-E-305 马于恒、叩 {iwn 、 也设mw

桩11和医及阵 公司
于民、陈浩、 (i限公司

水技术
王氏陆、张东朋

也Æ"~式的)J 张同i皮 、 王胜、
背边集团股份公司、北京住 陈1m平、张郎松、

tti结构肉放 7f岛也筑
总集团宵限责任公司、 Tf岛 n~ 林、 王?可鹏、306 201 S-J-E-306 

施工技术研 业协会
1母海建设集团一自限公司 {!jIH~ ~f:、 七盯玉IVJ 、

究与内Hl
张;你波、朱晓峰

沿海以水区 协助、张夫的、
土石网服闭

浙江省正邦水电边设自限公
王qv.‘恒、张岱刚、

中囚11<利
叶的、杨秀莲、307 201 S-J-E-307 气上组合断

司 企业协会
面快速施丁丁 郑消、 i于 吉、

技术 倪宇湾、学松

高原地区特
史保真、柴生虎、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结六丁.缸 用飞、王先、 Itr.将行 i.ll

2018-J-E-308 
大断丽导流

11限公司、中铁二十一局集 郭政协、邹卫东、 筑业联合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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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限公司 览 的、 nt 占良、 ta』A 

研究
宋肉、只小崎

悦块化装配 于料、李云、

式相WJ设备 手华卫、* 岭、
山东省m

309 2018-J-E-309 及管线施丁. 中.klU\.局第一边设H限公司 问 (i气企、张克拉、
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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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j也J I1

王东、 1':I飞

基 -J: PCSI 
中囚十七冶集团自限公司 、

?万云、金仁.-1' 、
体系的丁.业 MJ 义、潘金)(.、

东南大学 、 安敬了.业大学、 I t, lkJ括:金
311 2018-J-E-311 化艺-t巳ít筑

马较 111十七治了: f1H技 h限
何兆 37 、lL'[tl站、

tl!设协会
关饱技术研 刘体协、民f专刚、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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