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

2022 年度“湖湘建设绿色尖峰榜”获奖名单（单位类）

（排名不分先后）

1. 湖南省建设行业科技创新型企业

（1）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5）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6）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7）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8）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9）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0）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湖南省建设科技行业优秀企业

（1）湖南建工五建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2）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湖南恒运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青竹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湖南省绿色建筑行业优秀企业

（1）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湖南绿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长沙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

（4）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湖南湖大瑞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湖南博弘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7）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8）湖南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9）湖南绿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4. 湖南省建筑节能行业（含绿色建材）优秀企业（单位）

（1）邵阳市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2）怀化市建筑科技节能协会

（3）中建五局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4）湖南欧逸莎科技有限公司

（5）湖南尔旭新材料有限公司

（6）湖南梨树园涂料有限公司

（7）湖南亘晟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8）湖南永恒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9）湖南国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湖南旺坤管业有限公司

（11）湖南兴龙科技有限公司

（12）湖南中建恒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13）汇克涂料（湖南）有限公司

（14）湖南辰固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15）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绿色建材）

（16）湖南道尔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绿色建材）

（17）湖南斯多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绿色建材）

（18）湖南国彩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建材）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

2022 年度“湖湘建设绿色尖峰榜”获奖名单（项目类）

（排名不分先后）

1. 湖南省建设行业科技创新成果奖

（1）《湖南省绿色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湖南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预埋滑槽式外脚手架连墙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区域性泥岩地层高速铁路大断面隧道机械化施工关键技术与应

用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大型会议中心钢结构屋架分片整体提升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非均匀内收折面式超高层建筑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7）层叠式电梯井在高层建筑的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建工五建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8）基于 BIM 的超高超重大跨度钢砼拱结构连廊整体吊装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9）临江不均匀软弱土路基处治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0）安全防灰门窗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亘晟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2. 湖南省建设科技行业优秀项目

（1）长沙国金中心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衡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基地（二期）建设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3）张吉怀铁路凤凰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株洲市四水厂扩建工程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5）湘潭市岳塘区湖湘学校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6）潇湘大道三段（巴溪大道-湘潭九华分界）道路工程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7）枫华府第汇智广场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8）福天藏郡雅苑（一期）

（主要完成单位：青竹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武陵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园（武陵区中小企业发展基地）二期武

陵区创新创业基地项目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湖南省绿色建筑行业优秀项目

（1）长沙天实梅溪湖项目（1、2 号办公楼）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建工·象山国际一期二、三区工程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中国铁建·洋湖苑二期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4）宁远县职业中专新校区建设项目（EPC）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

2022 年度“湖湘建设绿色尖峰榜”获奖名单（个人类）

（排名不分先后）

1. 湖南省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突出贡献人物

（1） 李 建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戴勇军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 阳继承 湖南建工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4） 胡明文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5） 伍灿良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6） 陈维超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7） 刘 毅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8） 周 超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9） 钟凌宇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汤盛智 湖南六建久华建设有限公司

（11）李新宇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2）欧长红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湖南省建设科技行业优秀企业家

（1）陈 忻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谢晓波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鲁 滔 湖南建工五建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4）樊明雪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5）胡 龙 湖南六建久华建设有限公司

（6）雷 迅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郑智洪 湖南东方红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8）刘 湘 青竹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成志立 湖南旺坤管业有限公司



3. 湖南省绿色建筑、建筑节能行业优秀企业家

（1）王柏俊 湖南绿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张 虎 湖南湖大瑞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刘国军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4）侯万里 汇克涂料（湖南）有限公司

（5）欧阳展发 湖南道尔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欧阳规 湖南尔旭新材料有限公司

（7）何海英 湖南亘晟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8）夏志军 湖南永恒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9）成志坚 湖南国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李 霞 湖南欧逸莎科技有限公司

（11）颜文建 湖南中建恒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4. 湖南省建设科技行业先进工作者

（1）周树瑞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唐生誉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蔡 敏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张智博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5）杨 毅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鲁 新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凌 涛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李 进 湖南建工同创置业有限公司

（9）朱文峰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10）罗 能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11）喻 宇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12）洪大雄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3）王 斌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14）邱成戈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15）张 鹏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公司湖南分公司

（16）蒲 伟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公司湖南分公司

（17）彭 站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18）邱远光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19）张晓亮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20）陈迪东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21）李守文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22）李 勇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3）梁 恒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4）何登前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5）李 剑 湖南六建久华建设有限公司

（26）胡艺川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马超甫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王 武 湖南省西湖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9）陈 昂 湖南恒运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湖南省绿色建筑行业先进工作者

（1）余 水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陈克志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周未然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4）李 芳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5）刘海丰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帅 湘 长沙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7）虢 泉 长沙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

（8）欧柯良 长沙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

（9）董鑫律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吴邦本 湖南绿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1）陈 龙 湖南绿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2）陈 娟 湖南绿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3）黄 丹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4）邓 喾 湖南湖大瑞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秦鸿杰 湖南湖大瑞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6）刘健璇 湖南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7）晏益力 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18）易 涛 湖南博弘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9）孙 煌 湖南博弘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陈茜吉美 湖南博弘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6. 湖南省建筑节能行业先进工作者

（1）甘海华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张慧颖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徐 莎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4）贺雄英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5）董小君 湖南湖大瑞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刘家乐 湖南湖大瑞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赵 斌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8）候小云 湖南道尔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彭昌盛 湖南道尔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詹世雄 汇克涂料（湖南）有限公司

（11）刘应萌 湖南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2）谢 丹 湖南斯多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3）王 明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4）陈柱彪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5）米 琼 怀化市建筑科技节能协会

（16）吴代书 湖南梨树园涂料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