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太湖建发〔2022〕14 号

湖州南太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发展局关于公
布 2022 年度南太湖新区建设工程南太湖杯奖

（优质工程）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根据《湖州南太湖新区建设工程南太湖杯奖（优质工

程）评审办法》（南太湖建发〔2021〕4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湖州南太湖新区建设工程南太湖杯奖（优质工程）申报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经企业申报、资料审查、专家评审以及局

长办公会议审定等程序，拟推荐“湖州仁北初中（暂定名）工程”

等54项工程为2022年度湖州南太湖新区建设工程南太湖杯奖（优

质工程），现予以公布。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创建更多更好的优质工程。

同时，也希望其他施工、监理企业向先进学习，进一步提高质量

意识，弘扬工匠精神，促进我区建设工程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附件：2022 年度湖州南太湖新区建设工程南太湖杯奖（优质工程）

获奖名单

湖州南太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发展局

2022 年 11 月 24 日



附件：

2022 年度湖州南太湖新区建设工程

南太湖杯奖（优质工程）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单位后为项目经理、总监）

1、工程名称：湖州仁北初中（暂定名）工程

施工单位：浙江佳成和合建设有限公司（沈建清）

监理单位：浙江天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褚建华）

参建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施永强）

2、工程名称：湖州仁北初中（暂定名）工程（市政）

施工单位：浙江佳成和合建设有限公司（冯侃）

监理单位：浙江天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褚建华）

3、工程名称：湖州市总工会开发区职工综合服务中心(湖州市职

工中专）一期（教学楼、宿舍楼 1#、传达室）

施工单位：浙江佳成和合建设有限公司（沈锦华）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施高远）

4、工程名称：年产 115 万㎡系统智能门窗及配套电子控制系统项

目（2#车间）

施工单位：美信佳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朱永成）

监理单位：杭州之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包春杨）



5、工程名称：苏家庄地块沿河整治及周边配套工程施工项目

施工单位：美信佳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陆怡）

监理单位：上海智通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许林祥）

6、工程名称：南太湖运动体验广场项目（原华润万家湖州港南路

商业项目）Ⅱ标段

施工单位：美信佳集团建设有限公司（王凯）

监理单位：浙江诚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崔霆）

7、工程名称：凤凰路与青铜路环形交叉口改造工程总承包项目

施工单位：美信佳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黄小亮）

监理单位：杭州天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潘谷铭）

8、工程名称：浙江山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30000 吨大型起重

搬运设备核心部件项目—厂房

施工单位：美信佳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吕泽斌）

监理单位：浙江海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顾成成）

9、工程名称：湖州金钉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综合楼工程

施工单位：浙江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祝宇韬）

监理单位：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徐丽）



参建单位：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谈奇锋）

10、工程名称：湖州市仁皇山公园南侧山水清音景区 1 号地块开

发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浙江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伟明）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李斌）

参建单位：浙江天绘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单宏炜）

11、工程名称：浙江泰仑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基地建设项

目

施工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黄国兴）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姜坤荣）

参建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葛中云）

12、工程名称：湖州吴兴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盛大厦（原金

石大厦）公共区域装修工程

施工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邱小松）

监理单位：浙江诚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金凤庆）

13、工程名称：湖州市中心城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施工 III－2 标段

施工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朱国钢）

监理单位：安吉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鲁立峰）



14、工程名称：水韵湖城南太湖新区（两河两漾）数字化生态修

复水利及景观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施工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杜震东）

监理单位：杭州亿嘉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严晓明）

15、工程名称：窑湾单元 RHS-05-01-04B-02 地块开发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钱恒泽）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叶少丰）

16、工程名称：年产片剂 50 亿片、胶囊 7 亿粒、颗粒剂（冲剂）

1 亿袋、粉剂 1 亿袋等项目（标准厂房 1#、标准

厂房 2#、仓库 1#）

施工单位：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严丽丽）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杨帆）

17、工程名称：年产 30 万米离心浇铸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及

10 万件管道配件建设项目（综合楼）

施工单位：浙江中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卢建华）

监理单位：浙江天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胡积普）

18、工程名称：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区码头工程一期（办公楼）

施工单位：浙江中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褚建荣）



监理单位：浙江天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胡积普）

19、工程名称：年产 1500 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项

目（生产厂房）

施工单位：浙江中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飞飞）

监理单位：浙江长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薛宏军）

20、工程名称：中节能.万马（湖州）智谷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科

研厂房 1 号、配套楼 2 号）

施工单位：浙江中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沈勤林）

监理单位：德邻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杨伟明）

21、工程名称：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奥体校区改扩建工程

施工单位：浙江航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沈永红）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盛利锋）

参建单位：浙江华盛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俞伟强）

22、工程名称：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奥体校区改扩建工程（市

政）

施工单位：浙江航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孟费龙）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盛利锋）



23、工程名称：湖州市中心城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施工 III－1 标段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肖波）

监理单位：安吉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鲁立峰）

24、工程名称：湖州市中心城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施工 V-1 标段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涛）

监理单位：浙江之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林高云）

25、工程名称：震洲路污水泵站及管网工程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翁余敏）

监理单位：杭州天恒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潘谷铭）

26、工程名称：田园路改造及创意产业带连接田园路管网工程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磊）

监理单位：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王传文）

27、工程名称：湖州市中心城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施工 VI-2 标段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殷骏）

监理单位：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程宏全）

28、工程名称：康山北单元 KS-01-01-02B 号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B11#楼及地下室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利）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杨帆）

29、工程名称：2020-2023 年南太湖幼儿园教育项目--映荷府幼儿

园提升改造工程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卢姜钦源）

监理单位：凯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吴鑫明）

30、工程名称：吴兴区税务局智慧税务项目设计装修一体化工程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沈春峰）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詹益求）

31、工程名称：科技创新综合体 B1 幢 4-8 层内装修项目

施工单位：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纯建）

监理单位：浙江天和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张婉）

32、工程名称：窑湾单元 RHS-05-01-04B-01 地块开发建设项目农

贸市场

施工单位：湖州市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煜斌）

监理单位：浙江长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刘永君）



33、工程名称：仁皇山仁北分区 RHS-03-01-03B 地块雀跃商业综

合楼项目

施工单位：湖州勤益建设有限公司（陈佳峰）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方之良）

参建单位：浙江天瓦建设有限公司（杨忠梁）

34、工程名称：爱山小学凤西校区项目（教学楼、行政楼、食堂

风雨操场、门卫 1、门卫 2、地下室）

施工单位：浙江华昌建设有限公司（林伟）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方之良）

35、工程名称：南太湖新区塘甸商业服务中心地块商业开发项目

施工单位：浙江华昌建设有限公司（凌鹏）

监理单位：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林凌峰）

36、工程名称：浙江华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厂区建设项目（综

合仓库）

施工单位：浙江华昌建设有限公司（费雷）

监理单位：湖州市中立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吴向前）

37、工程名称：凤凰分区苏家庄地块恋水路等四条道路及其他配

套设施 EPC 项目—恋水路



施工单位：浙江华昌建设有限公司（邹国泉）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方之良）

38、工程名称：湖州市滨湖高中（暂定名）工程

施工单位：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洪晨）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梁辉）

参建单位：浙江乔兴科技有限公司（朱永军）

39、工程名称：年产 2GWh 超宽温区超长寿命锂离子电池延链项目

（电芯车间一期、甲类库、消控室）

施工单位：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彭彩霞）

监理单位：浙江宏瑞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王娴）

40、工程名称：年产 5000 吨航空发动机及重型燃机用变形高温合

金材料产业化项目( 精快锻车间）

施工单位：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葛红民）

监理单位：浙江建银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梓全）

41、工程名称：仁皇山分区 RHS（N）09-2 地块开发建设项目（市

政管网）

施工单位：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旭莉）

监理单位：北京北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刘峰）



42、工程名称：草田漾单元 SB-04-01-07-4 号地块房产开发项目

（市政）

施工单位：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姜勇）

监理单位：城市建设技术集团（浙江）有限公司（陈旭升）

43、工程名称：湖州吾悦广场建设项目（商业 S1#-S5#，住宅 1#-3#、

5#、6#、北区地下室、1#垃圾房）（市政工程）

施工单位：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照国）

监理单位：常州市江南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李玮）

44、工程名称：湖州市水源保护幼儿教育基地工程（含精装修）

施工单位：浙江升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敏军）

监理单位：湖州中设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戚继亮）

参建单位：中城投荣欣（浙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琛）

45、工程名称：市北分区草田漾单元 SB-04-01-07-2 号地块（市

政）

施工单位：浙江中吴建设有限公司（冯汉莉）

监理单位：北京北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张爱芬）

46、工程名称：年产 11GWh 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电芯库）



施工单位：浙江城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刘诗有）

监理单位：湖州市中立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王德林）

47、工程名称：成业智能中心 B1B2 幢 2-3 层内装修项目

施工单位：湖州大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建锋）

监理单位：凯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管平）

48、工程名称：湖州市中心城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施工 VIII-2 标段

施工单位：恒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云冲）

监理单位：浙江建银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吕联昌）

49、工程名称：湖州市滨湖高中（暂定名）市政配套项目

施工单位：浙江中荣建设有限公司（朱琦）

监理单位：浙江东南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梁辉）

50、工程名称：南太湖医院 2#医疗综合楼

施工单位：浙江华盛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翔）

监理单位：湖州市中立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沈建华）

51、工程名称：杨家埠幼儿园工程（含内装修）

施工单位：中城投荣欣（浙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刘军）

监理单位：浙江嘉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蒋政）



参建单位：浙江升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俊良）

52、工程名称：仁北单元 RHS-03-03-04D 号地块开发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浙江大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姜正良）

监理单位：杭州大江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陆玉亮）

53、工程名称：湖州市中心城区污水零直排工程施工 VIII-3 标段

施工单位：浙江升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计建丽）

监理单位：浙江建银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吕联昌）

54、工程名称：湖州商会大厦装修建设工程（1#楼装修改造、传

达室、食堂）

施工单位：浙江梦怡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沈琛杰）

监理单位：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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