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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范围 

一、工业工程 

行业、项目 计量单位 规模 备注 

1.冶金工程 

烧结 烧结机面积  平方米 180 以上  

焦化 碳化室高度  米 7 以上  

高炉 有效容积  立方米 1200 以上  

转炉 公称容量  吨 120 以上  

电炉 公称容量  吨 90 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3 以上  

2.有色金属工程 

重金属矿山 年产量  万吨 100 以上  

露天铝土矿山 年产量  万吨 100 以上  

氧化铝 年产量  万吨 80 以上  

电解铝 年产量  万吨 30 以上  

综合铝加工 年产量  万吨 10 以上  

单系列铜熔炼 年产量  万吨 10 以上  

单系列锌冶炼 年产量  万吨 10 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3 以上  

3.煤炭工程 

煤矿 年产量  万吨 300 以上 
含相应规模的配

套选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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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量单位 规模 备注 

选煤厂 年洗选能力  万吨 500 以上 
中心或集中式选

煤厂 

露天煤矿 年产量  万吨 500 及以上  

储装运工程 
储煤仓   万吨、 
运能     万吨/列 

8 以上、1 以上 
同时具备储煤仓

和铁路专用线 

煤层气田建设 年产量  立方米 1 亿以上  

4.石油、石化工程 

油田开发建设工程 年产量  万吨 30 以上  

炼油厂配套装置 年处理量  万吨 500 以上  

气田开发建设工程 年产量  立方米 8 亿以上  

长输油气管道 
长度  公里 
管径  毫米 

100 以上 
273 以上 

设有首末站及中

间加压泵站 

长输油气管道 
长度  公里 
管径  毫米 

80 以上 
813 以上 

设有首末站及中

间加压泵站 

乙烯装置 年产量  万吨 60 以上 
配套有裂解、异

构化、聚乙烯、

聚丙烯等装置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5 以上  

5.化学工程 

尿素 年产量  万吨 52 以上  

合成氨 年产量  万吨 30 以上  

煤制油 年产量  万吨 100 以上  

煤制气 年产量  亿立方米 10 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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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量单位 规模 备注 

6.电力工程 

送变电 变电电压  千伏 500 以上 整体、连续  

风电场 装机容量  兆瓦 100 以上  

光伏发电 发电容量  兆瓦 50 以上  

水电站 装机容量  兆瓦 600 以上  

火电厂 单机容量  兆瓦 300 以上  

燃气发电厂 单机容量  兆瓦 180 以上  

垃圾及生物质发电厂 单机容量  兆瓦 25 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5 以上  

7.核工业 

核电站 单机容量  兆瓦 600 以上  

8.建材 

水泥生产线 日产量  吨 5000 以上 熟料 

玻璃生产线 日产量  吨 500 以上 浮法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3 以上  

9.其他工业工程 

机械、轻工业等 投资  亿元 5 以上  

二、交通工程 

1.铁路工程 

综合工程 长度  公里 100 以上 
连续，含两端区

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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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量单位 规模 备注 

电气化、通信信号 长度  公里 200 以上 
连续，含两端区

段站 

桥梁 

长度  公里 5 以上 连续 

主跨  米 150 以上  

最高墩  米 30 以上  
 

隧道 长度  公里 

单 线 隧 道 长 度

5km 以上 
双向隧道 3km 以

上 
多线隧道 1km 以

上 

连续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3 以上  

2.公路工程 

高速公路 长度  公里 100 以上 连续，整体工程

一级公路 长度  公里 100 以上 连续，整体工程

桥梁 单孔跨径  米 300 以上  

公路高架桥 长度  公里 5 以上 连续 

隧道 长度  公里 3 以上 连续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3 以上 
整体工程（不含

二级及以下公

路） 

3.航空工程    

机场飞行区 等级 4E 以上  

4.水运工程 

码头 靠泊能力  吨级 

沿海 3 万吨级以

上 
内河 2000吨级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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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量单位 规模 备注 

航道 通航能力  吨级 

沿海 3 万吨级以

上 
内河 2000吨级以

上 

 

通航建筑物 船闸等级   吨级 1000 吨级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沿海 2 以上 
内河 1 以上 

 

三、水利工程 

水库 
库容  立方米   
或坝高  米 

10 亿以上 
或 80 以上 

 

水闸工程 过闸流量  立方米/秒 1000 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3 以上  

四、通信工程 

通信建设工程 投资  亿元 1 以上  

五、市政公用工程 

城镇道路 投资  亿元 5 以上  

互通立交桥 投资  亿元 1.5 以上  

城镇道路高架桥 公里 5 以上 连续 

城镇隧道 公里 
单线 3 以上 
双线 2 以上 
多线 1 以上 

连续 

供水厂 日供水  万吨 1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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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量单位 规模 备注 

污水处理厂、再生水

厂 
日处理  万吨 10 以上  

垃圾处理工程 日处理  吨 1200 以上 填埋、焚烧 

园林工程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5 万以上 
1.5 万以上 

 

城市轨道交通线 长度  公里 15 以上 
整体连续，含首

末站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 
车辆基地工程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占地面积  公顷 

2 万以上 
10 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2 以上  

六、建筑工程 

体育场 座 30000 以上  

体育馆 座 5000 以上  

游泳馆 座 3000 以上  

影剧院 座 2000 以上  

广播电视塔 高度  米 350 以上  

古建筑修缮、历史遗

迹重建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单体 3000 以上，

群体 2 万以上 
 

其他公共建筑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单体 4 万以上，

群体 6 万以上 
不含工业厂房 

住宅工程 建筑面积  平方米 20 万以上 

小区完整，且公

建、道路、生活

设施配套齐全，

物业管理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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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量单位 规模 备注 

七、绿色生态工程 

1.保护与修复工程 

自然保护地（含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等） 
面积  公顷 

国家公园 100000
以上 
自然保护区 10000
以上 
自然公园 1000以
上 

自然保护地（含

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自然公

园等） 

森林（草原）修复 面积  公顷 10000 以上  

湿地修复 面积  公顷 2000 以上  

荒漠化防治 面积  公顷 50000 以上  

石漠化治理 面积  公顷 2000 以上  

2.综合工程 

营造林工程 面积  公顷 2000 以上  

国家森林步道 长度  公里 100 以上  

生态旅游综合体 投资  亿元 10 以上  

其他工程 投资  亿元 3 以上  

工程造价 1 亿元（含）以上，科技含量高、设计理念先进、施工工艺新颖、社

会效益显著的民生工程，能代表本行业建设领先水平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工程项

目，经秘书处审核可以列入评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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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省（部）级最高工程质量奖名单 

序号 
工 程

类 别 
最高质量奖 主办单位 

1 有色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部级）优质工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 煤炭 煤炭行业“太阳杯”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3 石油 石油优质工程金质奖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4 石化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优质工程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5 水利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6 铁路 

铁路优质工程一等奖 国家铁路局 

“中铁杯”优质工程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铁建杯”优质工程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通号杯”优质工程（通信信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7 水运 
水运交通优质工程奖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中国交建优质工程奖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 - 9 

公路 

市政 

建筑 

李春奖（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北京市建筑（竣工）“长城杯”金质奖 北京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天津市建设工程“金奖海河杯” 天津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重庆市“巴渝杯”奖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 

河北省建筑工程“安济杯”奖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 

山西省建设工程“汾水杯”奖 山西省建筑业协会 

内蒙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量奖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建设厅 

辽宁省建设工程“世纪杯”奖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 

吉林省建设工程“长白山杯”奖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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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程

类 别 
最高质量奖 主办单位 

8- 9 

公路 

市政 

建筑 

黑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龙江杯”奖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江苏省“扬子杯”优质工程奖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钱江杯”优质工程奖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建设工程“黄山杯”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闽江杯”优质工程奖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 

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泰山杯”奖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工程奖 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奖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 

湖北省建设优质工程（楚天杯）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湖南省建设工程“芙蓉奖” 湖南省建筑业协会 

江西省优质建设工程“杜鹃花奖”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广西自治区建设工程“真武阁杯”奖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海南省建筑工程“绿岛杯”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四川省建设工程“天府杯”金奖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云南省优质工程一等奖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贵州省“黄果树杯”优质工程奖 贵州省建筑业协会 

西藏自治区“雪莲杯”优质工程奖 西藏自治区土木建筑学会 

宁夏自治区“西夏杯”优质工程奖 宁夏建筑业联合会 

新疆建筑工程天山奖（自治区优质

工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青海省建筑工程“江河源”杯奖 青海省建筑业协会 

陕西省建设工程“长安杯”奖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建设工程飞天奖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20 — 

序号 
工 程

类 别 
最高质量奖 主办单位 

8- 9 

公路 

市政 

建筑 

“中建杯”（优质工程金奖）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杯”优质工程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铁建杯”优质工程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交建优质工程奖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优质工程奖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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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行业最高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名单 

序号 行业 质量评价名称 质量评价单位 

1 电力 中国电力优质工程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2 冶金 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3 通信 信息通信行业优质通信工程项目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 

工程建设分会 

4 化工 化学工业优质工程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5 核工业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能优质工程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6 建材 建材工程建设优质工程评价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 

7 林业 林草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8 轨交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优质工程评选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9 市政 市政行业工程质量评价 中国市政工程建设协会 

10 军工 军队优质工程项目奖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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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国家优质工程奖推荐单位名单 

序号 推荐单位 序号 推荐单位 

1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32 山西省建筑业协会 

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33 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3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34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 

4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35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 

5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 36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6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37 大连市建筑行业协会 

7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38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8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39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浙江省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9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40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10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 41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 

11 中国铁道工程建设协会 42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12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43 青岛市建筑业协会 

13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 44 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14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工程

建设协会 
45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 46 湖南省建筑业协会 

16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47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 

17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48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18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 49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19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50 深圳建筑业协会 



— 23 — 

2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51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2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52 广西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协会 

22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3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23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4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2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55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25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 贵州省建筑业协会 

26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57 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27 天津市建筑业协会 58 青海省建筑业协会 

28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59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29 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 60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 

30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 61 宁夏建筑业联合会 

31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 6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