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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摄影作品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1 《永远跟党走》 陈 东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2 《党旗插上百米高铁塔》 范成涛 中铁十四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
司 一等 

3 《行走在空中》 黄 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4 《冲破云霄》 康宗成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5 《迈进中国红》 李 志 中建一局集团公司总承包公司 一等 

6 《建设中的大国重器——白
鹤滩水电站》 陆 文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7 《璀璨》 潘启飞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8 《工地鏖战》 钱国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9 《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全景》 屈 磊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0 《城市核心》 夏天龙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一等 

11 《雪山架线》 钱国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12 《落霞伴桥工》 徐诗瑶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3 《国旗在我手中，祖国在我心

中》 王 庆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4 《希望》 吴怀球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5 《筑梦大兴》 夏天龙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一等 

16 《劳动乐曲》 杨林应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7 《编织》 杨泰生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8 《簇拥》 张九旭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19 《泥坑党员》 张同啟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20 《余晖》 周金菁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21 《脚手架上的迈克尔杰克逊》 蔡盼德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2 《火舞匠心》 蔡盼德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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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23 《日出东方》 蔡晓峰 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4 《浴火凤凰》 陈夏滨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 

25 《擎天一柱立江岸》 陈夏滨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 

26 《彩旗飞扬》 陈有东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7 《中交汇通中心》 陈 卓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二等 

28 《建筑摄影》 邓 超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9 《建筑摄影》 邓 超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0 《水天一色供游眺》 邓红武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1 《勋章》 董 敏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2 《雕琢》 龚晓斌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3 《大禹纪念馆  天眼》 韩其明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4 《施工剪影》 何向宏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5 《支撑》 胡振威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 

36 《铁骨》 贾小磊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37 《扬州新万福大桥夜景》 姜晓花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8 《璀璨夜色》 姜晓花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9 《美丽乡村幸福路》 李春亮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 

40 《黄河岸边添新景》 李春亮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 

41 《挑战天际线》 李 梅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2 《纵横》 李苗卉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和瑞房地产公司 二等 

43 《我宣誓》 李亚楠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4 《合肥黄金时刻》 梁 昊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5 《芜湖长江三桥》 梁 昊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6 《吻》 刘天壮 
曹 睿 中铁十四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47 《地下蛟龙显神威》 刘祥胜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8 《希望之光》 刘 岩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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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移民新村的孩子们》 刘永强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二等 

50 《激战万米白罗山隧道》 牛荣健 《铁路建设报》社 二等 

51 《鏖战云南大柱山》 牛荣健 《铁路建设报》社 二等 

52 《高原上的雄鹰》 石 璐 湖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53 《电力天路》 石 璐 湖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54 《隧道施工》 史飞龙 《铁路建设报》社 二等 

55 《山魂》 隋 冬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二等 

56 《齐心协力》 唐 伟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二等 

57 《巧夺天工》 王 健 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8 《金色人生》 王 健 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9 《蟠龙戏珠》 魏金龙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 二等 

60 《高铁修到家门口》 吴怀球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 二等 

61 《向前进》 吴献良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62 《信念》 吴羊佩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63 《鏖战长安集》 吴芝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 二等 

64 《汗水》 夏禹桀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65 《天鹅舞姿》 徐诗瑶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66 《精益求精》 闫轶凡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67 《地铁建设者》 杨林应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68 《中国“鲸”在非洲》 姚 春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二等 

69 《基建“狂魔”》 俞正东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70 《我与国旗同框》 臧春雪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71 《巴基斯坦树丰碑》 张 冲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 

72 《就地过年展笑颜》 张 飞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73 《珠江夜游》 张红社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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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74 《白沙洲大桥》 张 煌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75 《拂晓》 张胜利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76 《贵州印象》 张 余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 

77 《朝阳》 赵德友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78 《玉龙雪山下传奇》 赵树发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79 《福建省委党校新校区封顶

大吉》 郑嘉豪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80 《世界第一高桥》 朱晓晨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81 《西安奥体中心》 安 铎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2 《第一次到新家》 鲍 禹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83 《夜幕下美景》 陈道龚 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三等 

84 《塔吊上的身影》 陈焕锋 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5 《“未来”通途》 陈 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6 《浙建红，这样红》 陈奇文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7 《彩虹蜿蜒》 陈 雁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
公司 三等 

88 《阿尼玛卿神山》 陈益新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 

89 《“焊”动乾坤》 陈助冬 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三等 

90 《护城河截污工程》 程颖琨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1 《城市天际线》 崔辰阳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92 《大鹏展翅》 邓书庭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3 《雨霁》 翟 浩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4 《天高云淡》 翟 浩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5 《城市背后的建设者》 丁媛媛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6 《柿满枝头》 董 敏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7 《钢筋铁骨》 段 强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8 《简单午餐》 高 杰 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9 《凝望》 高雅珍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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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都市美容师》 葛海丹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 

101 《工地午餐》 郭成云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2 《披荆斩棘》 郭汉波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三等 

103 《建设者》 侯志琨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4 《跨越 58年不变的爱党心》 胡文君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5 《“光”耀振华——日落下的
长兴基地》 季学卿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06 《宜宾科技馆》 贾 冰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7 《融和》 贾小磊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108 《城市之光》 金 锋 浙江东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9 《守夜人》 冷 柏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 三等 

110 《党员先锋岗 Style》 冷 柏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 三等 

111 《最美劳动者》 李 华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12 《筑路为民》 李 杰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三等 

113 《巾帼风采》 李 杰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三等 

114 《“火雷兄弟”再战武金堤》 李经纬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15 《建党百年》 李晓瑄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16 《海鸥》 李 鑫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三等 

117 《波光倒影》 李 鑫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三等 

118 《中房绿景项目青年突击队》 梁俊琪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
司二安九分公司 三等 

119 《夏日的微笑》 梁 卫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分公司 三等 

120 《手握相助》 梁 卫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分公司 三等 

121 《助力雄安腾飞》 刘方芳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22 《离巢前的嘱咐》 刘 航 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23 《劳动笑容》 刘祥胜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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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与党徽合影》 刘信均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分公司 三等 

125 《建设中的老挝南欧江一级
电站》 刘永强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三等 

126 《给爸爸的工地点赞》 刘 远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127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过流》 卢熙舜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2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罗 新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

司 三等 

129 《惬意时光》 马禹博 大庆珑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30 《田园党校  在基层铭记初
心》 欧庆春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三等 

131 《生态宜居之城——柳州》 欧庆春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三等 

132 《数据之桥》 潘 磊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 

133 《宣誓》 秦碧霞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34 《江苏省常州市星港大桥工
程雄姿》 邵俊杰 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135 《智能木耳大棚里采摘木耳》 史飞龙 《铁路建设报》社 三等 

136 《希望》 宋 莹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37 《信仰》 苏长军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138 《雨后彩虹》 孙红锋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139 《圆一个向世界出发的广州
邮轮梦》 谭 瑛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三等 

140 《建·筑》 陶韵安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41 《圣洁》 王 波 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142 《喜阅今朝》 王 波 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143 《安居乐业》 王丛聪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144 《黄昏》 王 蕾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45 《空间》 王 蕾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46 《崛起》 王 龙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147 《向上生长》 王伦成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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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星火升腾战雄安》 王 鹏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三等 

149 《夹缝中的希望》 王 腾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50 《高耸入云》 王晓蕾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三等 

151 《五四精神传帮带  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 王修岐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52 《登高望远》 王妍洁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 

153 《重工之美》 王胤达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54 《抗疫前线的党旗红与中交
蓝》 王梓丞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三等 

155 《夕阳下》 韦懿珊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分公司 三等 

156 《UP》 韦懿珊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分公司 三等 

157 《七夕  谨以此照“建”证爱
情》 

路文凯 
刘常琳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58 《100》 吴欢庆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59 《工地晚霞》 谢彦波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160 《精工细造》 徐非凡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61 《幸福列车》 徐继发 中铁八局集团昆明铁路建设有限公
司 三等 

162 《田野里的希望》 徐继发 中铁八局集团昆明铁路建设有限公
司 三等 

163 《初心向党  礼赞百年》 徐 静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64 《倒影》 徐 磊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 

165 《形影相映》 徐群山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66 《中巴友谊万岁》 徐 燕 中国华冶杜达矿业有限公司 三等 

167 《爱在四局  情定瓷都》 杨 晨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68 《长臂当空舞》 杨大伟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169 《焊光闪耀》 杨力悟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70 《人生舞台》 杨 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71 《漫画迎亚运  留“浙”过大
年》 杨 忆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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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为我们
负重前行》 叶少鹏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73 《幸福工地》 张 飞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74 《西安市南三环长安路立交
工程》 张海波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75 《广州中山纪念堂  满园春
色关不住》 张红社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三等 

176 《新天地》 张宏涛 河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177 《夜幕降临的杨泗港长江大
桥》 张 煌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78 《南沙夕阳》 张九旭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79 《中国红》 张力方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80 《眺望》 张力方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81 《记项目部的第一个中秋》 张铭芳 中建一局集团公司总承包公司 三等 

182 《西安市高新路改造工程》 张 宁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83 《三亚中心渔港》 张乾川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三等 

184 《飞舞的焊花》 张渠成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三等 

185 《光》 张胜利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186 《贵州印象》 张 余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 

187 《过年不回家，春节我在岗》 张元春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88 《流光溢彩》 张元春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89 《光辉隧道》 张芷君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90 《行云流水》 赵 杰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91 《天地之间》 赵 杰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92 《风雨彩虹》 郑晓斌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93 《缔造城市血脉，用智慧改变
世界》 钟康龙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94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建筑群》 周 华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195 《一刻也不耽误》 周乙语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96 《聚焦》 周云勇 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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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蘑菇地铁站》 朱德祥 湖北省市政工程协会 三等 

198 《湖泊清洁工》 朱德祥 湖北省市政工程协会 三等 

199 《红》 朱 江 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200 《奋进新征程》 朱兴焕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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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诗词作品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巍然屹
立在东方》 何 培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2 《你的样子》 刘向晨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一等 

3 《南湖水·百年行舟》 陈 恺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4 《最亮的星辰》 韩其明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5 《走近歌乐山》 刘 鑫 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一等 

6 《在照金》 罗拱北 九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7 《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之际》 潘 静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等 

8 《百年风华》 陶 东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9 《以伟大奋斗迎来救国兴国

富国强国》 田方滨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0 《我们不会忘记》 王韩炉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 一等 

11 《讴歌建党百年路  描绘奋
斗发展新征程》 王怡楠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一等 

12 《祖国，我想对你说》 王 宇 北京中冶设备研究设计总院有限公
司 一等 

13 《党啊！我心中的珠穆朗玛》 席达梧 中铁八局集团昆明铁路建设有限公
司 一等 

14 《纪念碑·根》 肖明葵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15 《星光的声音》 许 仲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一等 

16 《百年红船  领航中国》 杨崇山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17 《党旗飘飘——中国共产党
华诞百岁的赞歌》 叶伦智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18 《远飞的鹰》 周士红 江苏镇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9 《党旗下的誓言》 郭中朝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20 《你·我——献给党》 陈小惠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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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种火》 蔡 娟 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 

22 《百年赞》 陈正超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
公司 二等 

23 《念奴娇·湘江战役感怀》 陈志宁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4 《大广场，红旗飘扬》 范小巧 浙江省浙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5 《勤业·匠心乐章》 封可畏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6 《向党致敬》 韩惠来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二等 

27 《岷山情》 后永义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28 《有一个地方叫井冈山》 胡美佳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 

29 《百年风华——为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而作》 霍守善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0 《颂党组歌》 姬学丰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1 《风雨中，致敬党旗》 蒋 平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2 《鲜艳的党旗在心中高高飘

扬》 李惠艳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3 《工匠·诗三首》 刘 刚 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
南分公司 二等 

34 《您，为什么能！》 刘 威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二等 

35 《中国城投八局赋》 生 水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36 《青年说》 陈彦昕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7 《美好的明天不再遥远》 陶 蕾 
山 泉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8 《庆祝建党 100 周年十首诗
词》 田方滨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9 《他们比太阳还光辉》 王晓霞 
谭淇文 中冶集团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0 《星火》 肖 华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41 
《小汤山之歌——写在小汤
山医院升级投用一周年之

际》 
邢宝明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42 《党旗壮我国威》 徐小平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43 《您是漆黑夜空中最亮的那

颗星》 晏华荣 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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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致敬》 杨洪坤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5 《盛世礼赞》 杨亚旗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6 《信念的力量》 张 冰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 

47 《火红的五月》 张春福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8 《七古  党的百年华诞歌》 张 丹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东
北区域公司 二等 

49 《我爱——我的祖国我的
党》 张洁玙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0 《党史百年咏》 张 洋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51 《一百年，正青春》 赵苏俊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52 《工程有我，请党放心》 朱何胜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3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

作》 李 飞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4 《印象》 蔡盼德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5 《湖南送变电公司成立七十

周年感怀》 陈 文 湖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56 《我们不会忘》 陈 霞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
公司 三等 

57 《湛江情·湛钢梦》 陈兴梅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三等 

58 《奋斗百年路   筑梦中建
赋》 单慧芳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三等 

59 《光辉历程》 丁义康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三等 

60 《百炼成钢  铸就辉煌》 付晋生 山西建投集团机电安装分公司  三等 

61 《电建人之歌》 高智鸿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 三等 

62 《我有一个家》 郭 程 云南建投第十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63 《赞市政路桥建设者》 韩 双 北京市市政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 

64 《望》 郝美英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5 《全力攻坚·全新出发》 郝 帅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66 《百年的沉重与光芒》 胡传银 中水建管国际工程有跟公司 三等 

67 《风华百年》 黄宇帆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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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百年风华》 霍守善 中冶集团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 三等 

69 《永远跟党走 一往无前 接
续奋斗》 江 倩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三等 

70 《劳动者之歌》 孔祥斌 恒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71 《红船百年》 兰华夏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72 《中建脊梁》 李 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73 《七律·咏海棠》 李 芳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74 《一曲颂歌：阵痛中砥砺前

行的中国法制》 李禄洋 河南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75 《梦想  在南湖起航》 李衍杰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76 《党旗和党徽》 梁 征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 

77 《胜利树的祝福》 龙明勇 陕西建工秦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三等 

78 《党，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

方》 卢先清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79 《建设之心向党旗》 牟菲菲 中建七局云南分公司 三等 

80 《党旗飘扬》 潘雅馨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81 《奋进新时代》 秦碧霞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2 《山达克礼赞》 任会宽 中冶集团铜锌有限公司 三等 

83 《我心里，我眼前》 石仁俊 中联路海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4 《百年风华志未尽，巨浪不

息故我在》 孙怀春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三等 

85 《今日城投  吾辈当歌》 孙 杰 兰州新区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86 《她》 孙 镇 江苏蔚蓝锂芯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87 《生逢盛世不负盛世》 谭 心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88 《延安的梅花》 汤 晖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9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王春莲 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90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感怀》 王艳敏 重庆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 

91 《抗击疫情——白衣英雄，
逆风前行》 吴雅伦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2 《建证时代》 吴彰健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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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党旗飘扬》 肖明葵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94 《七月赞歌  百年辉煌》 谢凯云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5 《破阵子·党业千秋》 徐光远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6 《每一块矿石  早已整装待
发》 薛小平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7 《建党 100周年随笔》 薛岩峰 山西建投集团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
司 三等 

98 《革命伟绩》 杨艳青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9 《致敬，建筑人》 尹兆梅 溧水区建筑业协会 三等 

100 《共圆中国梦   颂歌献给
党》 赵大为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1 《我有个五彩斑斓的梦》 赵 森 
严 倩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2 《祖国不会忘记我》 左传霞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103 《五星红旗映初心》 毕先均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04 《百年党史，砥砺初心使命》 蔡雪芳 中铁二十四局福建公司 优秀 

105 《中冶追梦人》 陈风谕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6 《以奋斗之姿  献礼建党百
年华诞》 陈幸婷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07 《何以风华正茂》 陈 璇 中建七局云南分公司 优秀 

108 《念奴娇·游中庸镇泗林村
感怀》 陈志宁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9 《献给党的生日》 楚 琰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10 《等到春天来临》 邓 考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1 《百年礼赞》 丁义康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优秀 

112 《党旗招展，安徽建工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 杜 鹏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优秀 

113 《钢铁政党  日月同辉》 冯 丽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分公司 优秀 

114 《我最敬爱的党》 符显莉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5 《百年看东方》 付晋生 山西建投集团机电安装分公司  优秀 

116 《浏阳河》 傅建设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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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西柏坡》 傅建设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 

118 《逐梦百年  发展之路》 龚 超 江苏万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9 《百年初心，您在我们心中》 龚发明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0 《昆明，我生长的地方》 郭 程 云南建投第十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121 《建筑人之歌》 韩振彪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122 《党旗颂》 郝 泽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3 《红船》 何文龙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 优秀 

124 《七绝·思友》 李 芳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25 《沁园春·贺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 李慧君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分公司 优秀 

126 《七月的生命》 李维东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27 《五律·感怀》 李小勤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28 《咏牛》 李小勤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29 《我爱你，党旗》 李媛媛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0 《赞党情  颂党恩——献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林 岚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1 《鸿鹄志》 刘 宁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2 《贺圣朝·百年风华》 卢希蕊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133 《沁园春·国庆》 路俊玲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 

134 《建党百年薪火传》 郑小乐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5 《献给党的一百周年》 宁立文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6 《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欧庆春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优秀 

137 《梦想的力量》 齐冬平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优秀 

138 《光明使者》 钱国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39 《赞机施人》 秦碧霞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0 《冬奥赞歌》 邱丹彦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1 《此生无悔中冶人》 叶鹏程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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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142 《我爱你我的党》 申璐璐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3 《红船》 陈彦昕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4 《奋斗的十七冶人在边疆》 孙 悦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5 《筑梦师的一天》 孙 悦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6 《他们说》 汪文鑫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7 《峥嵘忆——庆建党 100 周
年生日记》 石于磊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 优秀 

148 《正道中南》 孙云剑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优秀 

149 《致我亲爱的中共母亲》 谭 栋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50 《百年华诞颂党恩》 唐文涛 中冶（贵州）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优秀 

151 《七绝·节日期间的农民弟
兄》 天 一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52 《七律·建筑工人弟兄》 天 一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53 《精准扶贫政策好》 王炳森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54 《青春心向党   启航新征
程》 王登伟 华邦建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55 《实干兴邦》 王伦成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优秀 

156 《红船启航  百年流光》 吴彰健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 

157 《匠心向党》 吴志琪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58 《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直播有感》 徐光远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59 《党徽、团徽与红领巾  我
是八零后共产党员》 余军江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60 《七律  祖国颂歌》 张 丹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东
北区域公司 优秀 

161 《献给扶起千万广厦的党》 张 娟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62 《庆祝百年华诞，我与一建
共进步》 张军军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163 《五年铸山河》 张在超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64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章 乐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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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165 《建党百年薪火传》 郑小乐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66 《建党百年颂》 祝彦国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67 《有这么一群人》 张 扬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68 《百年峥嵘  我辈承志》 朱宏龙 山西四建集团 402项目部 优秀 

169 《五建赋》 
陈保国 
张文德 
蔡 妍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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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书法作品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1 蒋燎原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2 常 涛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3 贾书弘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4 张平辉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5 谢 玮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6 李万增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7 龙拔标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8 魏玉麟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9 李 丽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10 张建根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11 王 森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2 鲁 青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 

13 韩文祥 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14 章敬炳 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15 庞堂喜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16 佟改平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7 邓立强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8 徐 辉 江苏品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等 

19 张津铭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0 范小巧 浙江省浙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1 樊玲玉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22 樊 智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3 于 洧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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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24 王建华 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5 皇甫晨光 中铁十四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26 侯宪台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7 曹金峰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8 陈勤树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 

29 陆震寰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 

30 陈书秀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二等 

31 邵 丹 中建四局五公司云南分公司 二等 

32 顾鹏飞 安徽世纪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 

33 胡 洋 河北建设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34 周传凤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35 孙 瑞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36 杜 鹏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二等 

37 沈厚军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二等 

38 周青峰 安徽稳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39 沈克维 安徽兴元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40 刘恒池 中建一局集团公司总承包公司 二等 

41 彭青甫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42 叶学平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3 张明智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二等 

44 金 峰 浙江东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5 冯万勇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46 赵幸杏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47 王国林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8 王 斌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49 戴世存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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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50 马介成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51 陈明贤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2 吴延年 厦门中建东北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 

53 叶之豪 武汉博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4 张晓平 武夷装修工程（福州）有限公司 三等 

55 潘 捷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56 张 扬 中交瑞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57 陈思亮 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8 朱长根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9 劳金峰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0 高效武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1 孙德生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2 金雯倩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63 刘建伟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三等 

64 张铁男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5 陈丛军 湖北长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66 方宝兔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7 宁兴岚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68 马莉玲 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69 郭明月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70 李 峰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71 辛月诚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72 白天民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北设计研究院 三等 

73 周 豪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74 张锡忠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75 黄 超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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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76 庾 鑫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77 杨迈川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78 药健兵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79 段 强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0 薛占海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1 魏 亮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82 冯宇征 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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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绘画作品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1 黄小云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2 贺凯德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3 侯嘉明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一等 

4 李超建 中铁二十四局福建公司 一等 

5 庄民群 中铁二十四局福建公司 一等 

6 马宁哲 山西建投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7 张铁男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8 单 迹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9 章伦辅 中建四局五公司云南分公司 一等 

10 黎易文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11 王 森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2 许 培 宣城市安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13 李雪梅 中建一局集团公司总承包公司 一等 

14 潘尚选 龙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5 高 倩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一等 

16 吴延年 厦门中建东北设计院 一等 

17 刘超旭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8 陈宜鑫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9 余 涛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20 黄子颜 江西省中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1 庄嘉艺 中铁二十四局福建公司 二等 

22 于永顺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3 周 敏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 

24 曾晓娜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25 钱梦吉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二等 

26 李冬明 南宁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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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  者 工作单位 结果 

27 恽涵青 南宁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等 

28 邵 丹 中建四局五公司云南分公司 二等 

29 宋佳佳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 

30 王潇珩 中铁十四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31 李 荣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32 朱 武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二等 

33 付显博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34 黄 钰 南通市华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二等 

35 陈召兰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36 佟改平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7 叶 娜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8 苏 展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二等 

39 李 琳 中建三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二等 

40 秦碧霞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1 余 云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二等 

42 于金婷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3 郑颖瑛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4 行文慧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45 杨金梅 江苏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6 叶 超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47 王 龙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48 钟 翊 南宁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等 

49 罗玲燕 南宁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等 

50 苏万富 中建四局五公司云南分公司 三等 

51 李艳林 中建四局五公司云南分公司 三等 

52 向燕妮 中建四局五公司云南分公司 三等 

53 黄  帆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三等 

54 宋凯迪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55 石舒韵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56 张润雅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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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叶银格 浙江一建第五分公司 三等 

58 杨 赛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三等 

59 汪琳亚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三等 

60 胡晓甜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1 韩伟伟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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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报纸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报纸名称 参赛单位 结果 

1 《泰安建工》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 《建工四建报》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精品 

3 《铁军报》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精品 

4 《南通三建》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5 《华南港工》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6 《鸭绿江水电》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7 《城建二通讯》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精品 

8 《南通二建报》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9 《青建人》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精品 

10 《建设者报》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1 《南通四建报》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2 《四局通讯》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13 《铁道开发报》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4 《浙江三建报》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5 《电气化铁路》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6 《中建七局信息》 中建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7 《城建亚泰》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8 《广厦报》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9 《河北建工》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20 《建安控股》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1 《新世纪建设报》 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2 《中国中铁》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3 《北京建工报》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24 《北京建工机施》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5 《四航三通讯》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精品 

26 《东欣报》 浙江东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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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二十冶报》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8 《甘肃建设报》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9 《汉阳市政报》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0 《华建报》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31 《建筑通讯》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32 《金城信息》 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33 《开拓》 北京京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4 《陕西建筑报》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5 《威建集团报》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36 《兴泰集团报》 内蒙古兴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7 《浙江建工报》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38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9 《中交天航》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精品 

40 《中亿丰报》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41 《海西筑港报》 中交四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精品 

42 《中建三局新闻》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43 《五局时代》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44 《大渡河水电》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45 《南通建工报》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46 《中核二二》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精品 

47 《筑港人》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精品 

48 《广航疏浚》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精品 

49 《河北二建》 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精品 

50 《海川建设》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51 《苏中建设报》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52 《铁路建设报》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53 《新兴建设》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54 《道和人》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55 《安徽建工》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精品 

56 《宝盛控股》 浙江宝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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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浙江一建报》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58 《河南五建报》 河南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59 《博元报》 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60 《中化二建通讯》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61 《北京建工新材》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62 《沧州市政》 沧州市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3 《常州市政》 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64 《达欣天地》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5 《大地建设》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66 《大东吴报》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67 《安华建设》 山西安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68 《大元人》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9 《德才月报》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70 《德成人》 德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1 《德建闻汇》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2 《鄂尔多斯建筑业协

会简报》 鄂尔多斯建筑业协会 优秀 

73 《方远报》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74 《福建七建》 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5 《甘肃一建之声》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76 《电建报道》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 优秀 

77 《国信建设》 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8 《海怡集团》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9 《韩建报》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0 《航道报》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优秀 

81 《云南建投》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2 《河北安装报》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83 《河北四建》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84 《华方建设报》 江苏华方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85 《华荣人》 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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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华新报》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7 《今日大力》 大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8 《金土木》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9 《锦华家园》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0 《开路人》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1 《临汾市政报》 山西临汾市政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92 《启安报》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3 《勤业》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4 《青岛一建集团》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5 《清河水利》 北京清河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6 《润宇建设报》 江苏润宇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97 《三航报》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98 《陕二建信息》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9 《上海宝冶》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0 《省五建通讯》 福建省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1 《十三化建》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102 《市政企业》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3 《舜江建设》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4 《舜杰报》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05 《舜元报》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6 《四川安装》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7 《腾达建设报》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08 《天齐报》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09 《天一今讯》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0 《天元》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1 《铁军报》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2 《五建集团》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3 《武林装饰报》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4 《萧宏报》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5 《兴业之窗》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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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一建报》 山东寿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7 《一冶工人报》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8 《源昌人报》 厦门源昌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9 《云南十建通讯》 云南建投第十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120 《云水之光》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21 《浙建地产》 浙江省浙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2 《振华重工》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23 《正方报》 浙江正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4 《正方园报》 江苏正方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5 《知行二建》 云南建投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126 《中成》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7 《中国新兴》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128 《中国有色十四冶》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 优秀 

129 《北京建工三建》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30 《中建安装报》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1 《中交瑞通建工》 中交瑞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32 《中南报》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3 《中冶建工》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4 《中冶赛迪报》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5 《淄建人报》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6 《四建人》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137 《大成报》  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38 《交蓉报》 中交四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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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期刊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期刊名称 参赛单位 结果 

1 《四航》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2 《浙江建筑业》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精品 

3 《电建海投》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精品 

4 《山西建筑业》 山西省建筑业协会 精品 

5 《江苏建筑业》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精品 

6 《港航人》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 精品 

7 《北京建筑业》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精品 

8 《新东阳建设》 浙江新东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9 《湖北建筑业》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精品 

10 《陕西建筑业》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精品 

11 《中国冶建》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精品 

12 《广宏建设》 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3 《扬州建筑业》 扬州市建筑业协会 精品 

14 《湖北市政》 湖北省市政工程协会 精品 

15 《山西一建》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6 《甘肃建筑业》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 精品 

17 《中国港湾》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18 《四建人》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9 《金螳螂》 苏州市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0 《建设智库》 北京城市建设研究发展促进会 精品 

21 《龙元》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2 《山西二建》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3 《天保资讯》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4 《山西建工》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5 《钢构人》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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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明珠建设》 明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7 《野笛》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8 《安徽建筑业》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精品 

29 《八建人》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30 《搏远》 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31 《出彩三建》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32 《楚天工程监督》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优秀 

33 《德才饰界》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34 《读行宝冶》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35 《甘肃六建》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36 《甘肃一安》 甘肃一安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37 《歌山建设》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38 《广西二安》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39 《广西三建》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40 《宏润》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41 《建声通讯》 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2 《今日华力》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3 《巨匠》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44 《六建泓》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5 《鲁班》 安徽鲁班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6 《南京建筑业》 南京建筑业协会 优秀 

47 《山西安装》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8 《山西五建》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9 《十七冶文化》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0 《视冶》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1 《水电建设》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52 《思创》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 

53 《苏中建设年刊》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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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苏州二建》 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5 《苏州建筑业》 苏州市建筑行业协会 优秀 

56 《探索》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57 《武汉建工》 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8 《天健》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59 《同力人》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0 《新心襄印》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优秀 

61 《黑龙江建筑》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优秀 

62 《云南建投》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3 《浙江安装报》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4 《筑梦 SPACE》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5 《筑梦海峡》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 

66 《城市伙伴》 中建八局投资发展公司 优秀 

67 《江苏省建》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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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微视频作品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结果 

1 《开路先锋 星火传承》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2 《光荣与梦想》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3 《永远的党》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国际工程分公司 
一等 

4 《永远做党的战士》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5 《周应先的幸福改变》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6 《阿佤人民唱新歌》 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一等 

8 《唱支山歌给党听》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9 《在灿烂阳光下》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10 《送你一朵小黄花》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等 

11 《搞么斯》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三公司 二等 

12 《建证》 中建一局集团公司总承包公司 二等 

13 《国际歌》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 

14 《不忘初心》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5 《百岁老人忆党恩》 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6 《在灿烂阳光下》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7 《同心接力 共绣党旗》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二等 

18 《逆行》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19 《中冶赛迪强国中坚“云探访”：

自力更生建攀钢》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0 《汗水与丰碑——112天重建天

安门古城楼》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1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2 《天鲸礼赞》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二等 

2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24 《唱支山歌给党听》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25 《红旗照耀 匠心激扬》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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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奋楫之路》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7 《革故鼎新 继往开来》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8 《中建一局带你开启红色之旅》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9 《初心不改 使命必达》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30 《人民的天》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31 《唱支山歌给党听》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32 《向善而建》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3 《愣个巴适》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公司 二等 

34 《送你一朵小红花》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二等 

35 《党徽闪耀彩云南 “建”证幸

福新发展》 

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南分

公司 
二等 

36 《礼物》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二等 

37 《决战大凉山的航天人》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8 《先锋文化》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9 《妈妈教我一支歌》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 

40 《百年辉煌 以声献礼》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1 《最美奋斗者》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42 《伟大的七月》 中交（肇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 

43 《唱支山歌给党听》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4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苏州市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45 《党史学习现场教育》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 

46 《生日快乐》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47 《青年中国说》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二等 

48 《过年》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 

49 《夜与晨》 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0 《锦旗》 中交一公局桥隧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51 《星辰大海》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二等 

52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中国
水电四局援建尕玛堂村净水站

纪实》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5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54 《最美的期待》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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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啰《过年 》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56 《赛迪十二时辰》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7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 

58 《钢的索》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59 《我的入党故事——郝艳波》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0 《我的入党故事——把专业知
识献给党》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61 《我是党员 我在一线》 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2 《雄安新区建设者讲述入党初

心故事》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3 《匠心筑梦》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64 《献礼建党百年 传承红色基

因》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65 《守初心 筑匠心 履致远》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6 《我宣誓》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7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南梁精神》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8 《党建》 宝鸡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9 《我的入党故事》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70 《追寻》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71 《歌声献给党 奋斗心向党》 山东省公路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 

72 《出发》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73 《国家》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74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75 《扶贫情浓 不舍离别》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76 《亲爱的党，我想对您说》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77 《不忘初心跟党走 一片丹心砥

砺行》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三等 

78 《传承》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79 《我的入党故事》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80 《我们住在工地上》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1 《100秒！100亿！100年！》 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 

8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二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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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天上掉下个大红包》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84 《百年党建 红色记忆》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设公司 三等 

85 《匠心筑梦》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 

86 《勤学党史 奋进邗建》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87 《港湾那么年少》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88 《守住发芽的邮轮梦》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三等 

89 《甘肃建投职工赶赴海外项目

部 VLOG》 
甘肃建投融媒体中心 三等 

90 《最佳拍档》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

司 
三等 

91 《陪爸爸工地干活体会生活不

易》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92 《觉醒年代》 中铁十四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93 《我是中亿丰青年》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94 《“微宣讲”走进项目早班会》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三等 

95 《清华十年》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三等 

96 《我和我的祖国》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97 《光辉岁月》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公司智慧事

业部 
优秀 

98 《不忘初心》 内蒙古兴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9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动

画教育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新疆分

公司 
优秀 

100 《五四》 宝鸡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1 《小关关情》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02 《最美家庭》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3 《红色建筑 建证百年》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优秀 

104 《嘉兴沾叶花》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 

105 《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06 《传承五四薪火 展现青春风

采》 
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7 《百年征程 党在我心》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08 《跨越千山万水 只为心中的星

辰大海》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09 《建党百年 岁月如歌》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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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航拍雪域高原“新天路”》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11 《我们的 2020》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优秀 

112 《钦州港大捷》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优秀 

113 《夫妻齐上阵 一线守初心》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4 《遵义红色之旅》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5 《万疆》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16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17 《初心 从未改变》 内蒙古兴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8 《安全生产》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19 《遂昌王村口革命圣地》 浙江省浙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0 《公共建筑工程品牌》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1 《教育工程品牌》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2 《后浪奔涌》 中铁建设集团北京公司 优秀 

123 《匠人匠心 建造精品》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优秀 

124 《正青春》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5 《探寻红色坐标庆祝建党 100周
年》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6 《劳模进车间讲党史》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7 《雾锁信丰》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

司赣浙国华电厂新建工程项目党支部 
优秀 

128 《奔腾吧 中国》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29 《微微》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30 《青春的六建》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31 《庆祝建党 100周年》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2 《为梦“装台”》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3 《建党 100周年》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4 《新·兴》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135 《风景如画——麒麟山》 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36 《多姿多彩的“钢铁侠”》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137 《浙江安装镇海炼化项目劳动
竞赛》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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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青山绿水铺就幸福底色》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 

139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优秀 

140 《百年变迁——成都城市“进化
论”》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41 《你见过两点的武汉吗》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2 《情系光伏海》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 
优秀 

143 《我与党旗合个影》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144 《党史教育学习》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45 《党建引领、环保先行》 上海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46 《看人力之无穷——阿尔塔什
项目右岸高边坡建设纪实》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147 《致敬劳动者》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8 《五一劳动节》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49 《党史快问快答》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150 《“闪光”之路 不止于“兵”》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5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52 《风华正茂 方园工匠》 江苏正方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53 《这是一份来自海外给妈妈的
视频信》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54 《青年职工夜晚努力学习》 福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优秀 

155 《葛洲坝水利枢纽回顾》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156 同读《苦难辉煌》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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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海报作品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结果 

1 《奋进之路  百年荣光》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2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 

3 《红色足迹》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4 《无时无刻 无惧无畏  
吾知吾行》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5 犇《 向尼心里》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 

6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核二四公司漳州项目部 一等 

7 《100年光辉历程》 安徽四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8 《喜迎建党 100周年》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9 《逆行〈鲁班〉》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10 《致敬劳动者》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 

11 《建筑，美好生活》 甘肃建设报社 二等 

12 《建党百年广厦万千》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3 《党员突击队》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二等 

14 《百年辉煌》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二等 

15 《红心向党  建设美好》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 

16 《奋斗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7 《砥砺前行使命担当》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8 《学好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
量》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19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0 《九组关键词带您读懂陕西建

工》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1 《建筑人阳光下的新时代新征

程》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2 《游武汉地标景点》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3 《砥砺前行千秋业，沐风栉雨一

百年》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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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永远跟党走》 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25 《攻坚克难  敢打必胜》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等 

26 《不忘来时路，方知何向行》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7 《致敬劳动者》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28 《万里清风送电来》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29 《兰州奥体中心》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 

30 《我心向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

公司 二等 

31 《乡村振兴  焕新貌展新颜》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二等 

32 《密路不迷路》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二等 

33 《千里江山图》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二等 

34 《峥嵘岁月  建党百年》 中交四航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二等 

35 《天航春分时》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二等 

36 《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奋进力
量》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二等 

37 《看今朝辉煌  忆峥嵘岁月》 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六

分公司 三等 

38 《德才力量》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39 《党建铸魂  匠心筑梦》 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0 《我为祖国建设添砖增瓦》 甘肃建投融媒体中心 三等 

41 《项目十二时辰》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三等 

42 《致敬坚守者》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 

43 《除夕》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4 《我是党员，我在岗位上》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5 《集团对河北区域在建项目进

行集中督导检查》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6 《拼接党徽》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7 《我先行》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8 《“灵捷”工作平台》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49 《建党百年》 水电九局西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50 《抗击疫情之四大战役》 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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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东海有约  花开鱼山》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2 《共克〈石〉坚〈冶〉争先》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3 《知识照亮人生》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54 《奋斗》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三等 

55 《建功新时代  奋斗正当时》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新

疆分公司 三等 

56 《十二到位促安全生产》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

限公司 三等 

57 《建党百年展芳华  凝心聚力
再出发》 中国水电十五局 三等 

58 《月圆时刻最牵挂的人》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 

59 《致敬劳动英雄！你们辛苦了》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 

60 《斜桩吊打》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三等 

61 《安全生产月》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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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企业网站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参赛单位 结果 

1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 江苏润宇建设有限公司 精品 

4 甘肃建投融媒体中心 精品 

5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6 江苏天茂建设有限公司 精品 

7 山东华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8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精品 

9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0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11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12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13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14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精品 

15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6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17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18 厦门安科科技有限公司 精品 

19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0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1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2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3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4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5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精品 

26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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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8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9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30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31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32 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3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4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5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6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7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38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9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40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41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4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43 山西临汾市政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44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5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6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7 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8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9 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0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优秀 

51 南京建筑业协会 优秀 

5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53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54 山东寿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5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优秀 

56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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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8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0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61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2 浙江省城乡综合设计院有限公司 优秀 

63 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4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5 中建一局集团公司总承包公司 优秀 

66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7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8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70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71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2 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3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74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5 苏州市建筑行业协会 优秀 

76 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77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优秀 

78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9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 

80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优秀 

81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2 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83 山西安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84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85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6 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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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88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89 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90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91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2 江苏华方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93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4 浙江东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5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优秀 

96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优秀 

97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8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99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100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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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公众号竞赛结果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结果 

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2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精品 

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5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6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7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8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9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10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精品 

11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12 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精品 

13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14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5 云南建投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精品 

16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17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18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19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0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1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2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3 苏州市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4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5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26 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精品 



 — 49 — 

序号 单位名称 结果 

27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8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29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精品 

30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1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精品 

32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33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4 中交四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精品 

35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 精品 

36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7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8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39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精品 

40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精品 

41 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2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优秀 

43 陕西建筑报社有限公司 优秀 

44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45 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 

46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7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48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49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0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1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52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3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4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5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6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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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天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58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59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0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1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2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3 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4 甘肃一安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5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66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67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68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69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0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1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72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3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4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5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6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7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8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79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80 邢台路桥建设总公司 优秀 

81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82 北京市市政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83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优秀 

84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 

85 北京城市建设研究发展促进会 优秀 

86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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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88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 

89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0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91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 

92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 

93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4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5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6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97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98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 

99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优秀 

100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