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建联【2019】17 号

关于 2019 年烟台市建筑质量优质工程
评选结果的公示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实施质量强省战略，提升工程质量，
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提升我市建筑工程质量水平，在烟
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指导下，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以
下简称市联合会）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烟台市建筑质量优
质工程评选工作。经企业自愿申报、县市区协会推荐，市联
合会组织初审、复查和经烟台市建筑质量优质工程评选委员
会评审，现各项工作已结束，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现将 2019 年度优质工程及其承
建单位参建单位和监理单位名单（见附件）向社会公示，公
示日期自 8 月 17 日至 8 月 23 日，共 7 日，逾期不予受理。
在公示期内，如发现所公示的工程或单位存在问题，请
向市联合会反映，反映的内容应实事求是。以单位名义反映
问题，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应署明真实姓名

和联系电话，不受理口头、匿名或匿名电子邮件等形式反映
的意见。

联系电话：0535-6905983
地

址：莱山区观海路 63 号 1008

邮

编：264001

附件：2019 年烟台市建筑质量优质工程评选结果公示名单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2019 年 8 月 16 日

附件：

2019 年烟台市建筑质量优质工程评选结果公示名单
序
号

工程名称

工程所在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1

烟台市传染病医院医技病
房综合楼

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 62 号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十公司）

2

黄务朱家旧居改造三期工
程 B14#楼

芝罘区烟青路以西，青年南路以东的朱家
疃旧村内

烟台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大学建设监理公司

3

黄务朱家旧居改造三期工
程 B17#楼

芝罘区烟青路以西，青年南路以东的朱家
疃旧村内

烟台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大学建设监理公司

4

黄务朱家旧居改造三期工
程 B27#楼

芝罘区烟青路以西，青年南路以东的朱家
疃旧村内

烟台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大学建设监理公司

5

烟台市姜家疃完全中学高
中部宿舍楼―工程

芝罘区青年南路和港城西大街交汇处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6

华信家园四期 91#楼及地下
工程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华信家园

参建
单位

备注

7

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楼工程

高新区海越路以西，科技大道以北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8

中宠 7#厂房

莱山区同和路 27 号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9

河东新城 1#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0

河东新城 2#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1

河东新城 3#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2

河东新城 4#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3

河东新城 5#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4

河东新城 6#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5

河东新城 7#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6

河东新城 10#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7

河东新城 11#商住楼

烟台市莱山区河东村旧址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8

山东工商学院西校区 2-3#
综合教学楼工程

莱山区观海路山东工商学院西校区院内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19

祥隆绿城·诚园工程 8#、
12#、18#、23#、25#及地
下车库工程

莱山区前七夼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五公司）

20

烟台台国际生物医药与健
康产业创新中心一期 9#、
10#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烟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以北，海博路以东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六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21

烟台农商银行大厦工程

烟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北和海越路交界处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22

兴盛·铭仕城 B1 区 11#楼

烟台高新区郭家屯村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兴盛·铭仕城 B1 区 12#楼

烟台高新区郭家屯村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

兴盛·铭仕城 B1 区 13#楼

烟台高新区郭家屯村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

兴盛·铭仕城 B1 区 19#楼

烟台高新区郭家屯村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26

兴盛·铭仕城 B1 区 20#楼

烟台高新区郭家屯村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兴盛·铭仕城 B1 区 21#楼

烟台高新区郭家屯村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

烟台高新区第二实验小学
教学楼

烟台市高新区.西侧为福地隆城小区.南侧
为金海名园小区住宅楼

29

宏锦·万花城 35#.39#.47#
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福山区蒲湾街 129 号

30

万科城市之光 5#.6#住宅楼
工程

31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和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西万华路南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万科·城市之光小区 1#-4#
楼、H-1#楼及 1.1 区车库

福山区福海路以西，万华路以南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万信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32

烟台宝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厂房工程

开发区 A-37 小区.东靠福州路.南临厦门
大街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33

艾迪 3#厂房工程

烟台开发区 A-38 小区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德盛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34

海信·天山郡小区 2#商业
楼及 2#地下车库

烟台开发区天山路以东.柳子河路以南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

中节能•聚创新城 1#-10#住
宅楼及 Z1 地下车库（AC 轴
南侧）工程

开发区 A-41 小区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36

万科城 24#楼工程

开发区宁波路与北京中路交汇处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37

花溪径小区
1#.2#.3#.5#.6#楼

开发区天山路以东，同三高速以北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38

大季家中心小学 1-3#辅助
教学楼

烟台开发区 C-19 小区

39

烟台开发区香橙小区 1#、
2#、8#、10#住宅楼工程

烟台开发区舟山路以西、秦淮河路南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六公司）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40

烟台开发区香橙小区 3#、
5#、7#、9#、11#―13#、
15#―17#住宅楼及地下车
库 A 区工程

烟台开发区舟山路以西、秦淮河路南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六公司）

山东万信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41

中海城市广场 3#住宅楼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以南、天山路以西、
III-3 小区

山东泰鸿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盛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42

香橙小区 20#住宅楼

烟台开发区舟山路西侧、扬子江路北侧、
F-13 小区内

烟台双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德盛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43

烟台安信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 2#厂房

烟台开发区 B-24 小区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万信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大学建设监理公司

44

佰和•悦府
26#32#33#37#38#住宅楼及
4#地下车库部分

烟台开发区 F-10 小区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市鸿山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45

八角中心小学二期综合楼

烟台开发区 B-16 小区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万信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46

万行广场酒店及办公楼

烟台市开发区 E―7 地块

中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圣凯建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47

云峰壹号 12#.22#楼及地下
车库

莱州市蒜园子村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时代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48

莱州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妇
幼保健院综合楼

莱州市妇幼保健院院内、文化东街 288 号

49

瑞莱首府一期 1#-6#商住楼
及地下车库

莱州市南阳河东路光州西街以南.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四公司）

山东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50

蓬莱碧桂园一期 3#.4#.11#
楼总承包工程

蓬莱市海滨东路 99 号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四公司）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51

海阳市开发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石人泊村）工程

海阳市南京街以南.珠海街北.辽宁路西.
美宝小学东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四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
有限公司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2

栖霞长裕玻璃有限公司三
期项目

栖霞中桥经济开发区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六公司）

山东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53

安泰·山水庄园一期

栖霞市庄园路南、霞光路以东

栖霞市安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居安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54

四季花城 8#楼

栖霞市庄园路南、迎宾路以西

栖霞市安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居安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55

四季花城 10#楼及商业
3#、4#

栖霞市庄园路南、迎宾路以西

栖霞市安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居安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56

莱阳市瑞丰大厦商务综合
楼

莱阳市清水路以东.龙门路以南.地方税务
局以西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康平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57

山东盛华科技创业园项目
1#办公楼

莱阳市长江路西.香山路南

莱阳盛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莱阳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58

莱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迁建
新建工程

莱阳市白龙路西，风凰路南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9

莱阳市实验中学教学楼、
实验楼

莱阳市大寺街以东，富山路以北

山东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0

莱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综合实训大楼工程

莱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院内

山东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莱阳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61

高科技智能一体化查验冷
库项目研发查验检测中心

莱阳市沐浴店镇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康平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62

圣丰电子商务交易中心

莱阳市沐浴店镇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康平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63

天鸿·首府 9#、12#、13#、
龙口市新城区
14#、20#、21#楼

山东中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泰和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龙口市亿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泰和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龙口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山东泰和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64

天鸿·首府 26#、29#楼

龙口市新城区

65

天鸿·首府 1#、2#、3#、4#、
5#、6#、7#、8#、10#、11#、
17#、18#、19#、22#、23#、 龙口市新城区
24#、25#、27#、28#、30#、
31#楼

66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门诊
病房综合楼

莱阳市昌山路以北，大寺街以东

山东嘉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鸿山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67

南尧小学教学实验楼

芝罘区机场路

山东世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万信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