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度吉林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特等奖1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1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长春市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建设设计咨询（水体治理相
关工程）

刘海臣，张富国，高  旭， 
崔启航，姜思宇，季晓飞，  
梁  伟，尹鑫磊，明  月，  
胡明博

一等奖57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1
吉林市燃气热力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吉林市供热一城一网联网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版）

张  敏，隋军威，赵  凯， 
连弘宇，刘雪云，孙  祺， 
于丽霞，孙慧杰，潘  壮， 
徐长玉

2
吉林嘉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长春市九台区小南河生态综合整
治工程

潘光照、王大勇，李  爽，
黄  平，李宏伟，韩  良，
牛培涛，吴瑞强，郭  岩

3 吉林省轻工业设计研究院
吉林省农投集团生态食品有限公
司年产12000吨粉条粉丝综合加
工项目

李  博，张少凡，李岩涛，  
周淑芬，徐丽英，孔令洲， 
姜春风，马鹏飞，纪  毅， 
何  健

4
吉林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沈吉线西阳至马相屯段水害整治
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郑海军，李  阳，董建武， 
蔡  政，何  璐，贾季东， 
金  霄，李  爽，张呈烨， 
席  磊

5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长春市看守所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李春光，褚婷婷，张兴光， 
赵  宏，王佳嘉，王宝龙， 
项  鹏，安  野，谢正芳， 
邓舒予

6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公主岭市怀德镇等五乡镇污水处
理工程建设PPP项目实施方案

田  林，齐倩怡，陈  玲， 
张宝亮，苗  壮，程光耀， 
李  拓，韩笑影，孙  婷， 
迟荣琴

7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九台区中医院异地新建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田  林，陈  玲，齐倩怡，
苗  壮，程光耀，张宝亮，
李金红，张兴光，郭  晗，
满杨杨

8
白城市工程建设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吉林省通化县创建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实施方案

姚俊哲，杨丽娜，安龙龙， 
孙善惠，王正伟，郭一鹏， 
孙清华，吴承祥，姚丽君， 
娄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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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花江水源上移及输水
管线项目

曲东旭，金红月，高宏男， 
刘嘉宁，张馨予，郭  爽， 
孙亚德，徐  锐，关继海， 
王  娇

10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辽东湾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

高梦国，高  欣，袁  祺， 
陈  荻，马毓娟，陆  阳，
崔启航，赵海东，陈丽君， 
李  昕

11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

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肖  波，刘秀丽，闫秀梅， 
刘小宇，张  薇，潘  枫， 
初昊锋，赵明月，赵  爽， 
崔宝哲

12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

长春市黑臭水体整治示范城市实
施方案

宋  刚，孙炜宁，孙宏亮， 
高  菲，姜志军，张赢月， 
周  航，赵建伟，马志华， 
汪纯雨

13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

白山市靖宇县三道湖镇蓝莓小镇
建设发展规划（2019-2025年）

赵红音，孙  岩，王  坤， 
王云鹏，王小可，张  蕾

14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

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污水处理
工程建设项目

陈  薇，宋学丹，周野平， 
王  瑜，王栩坪，王天元， 
邢智强，姜  岩，宋晓宇

15
吉林省凯捷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吉林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哈达湾
南北干线）工程

郭兴权，马远会，周建秋， 
贺丽娟，陈  静，刘兢兢， 
李成学，胡征宇，姜永红， 
杜  锦

16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吉林省贫困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崔永亮，张国辉，袁继超， 
朴成哲，于  雷，齐  岳， 
李  帷，周长龙，温  慷， 
薛传奇

17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2019-2021年吉林联通无线网专
业年度滚动规划（吉林市分册）

魏  涛，宋  超，张振亚，
文怀斌，李  楠，周昌磊， 
李  亮，宋  柯，刘贤波， 
郭云鹏

18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集安至双辽高速公路老营至石岭
（天德）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评审意见

蒋东明，冯  旭，曹文辉， 
高祥涛，衣  琳，王静涛， 
王维翠，范立新，葛立国， 
韦  焱

19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吉林省“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规划
研究报告（2016-2020年）

许志宏，丛艳辉，陈云涛， 
田庆飞，姚中麾，吕维斯， 
高祥涛，刘兴波，王国华， 
葛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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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长春市城市轨道6号线初步设计
审查

王均安，刘兴波，张小微， 
赵  宠，王婧益，闫宇赫， 
葛立国，李明宇，李明先， 
张云清

21
吉林省吉规城市建筑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九台区文体活动中心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刘欣伟，刘  爽，佟禹霖， 
陈  妍，宋红娜，杨  璐， 
孙  莹，石  磊，吴姗姗， 
陈  莹

22
吉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

乾安县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
合规划(2019-2035年)

孙  喆，戚海军，韩振义， 
王利忠，赵  迪，张锡龙， 
袁  健，姜月君，刘  莹， 
高  航

23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江西亿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三十万辆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

金  鑫，张彦龙，方  赫， 
李欣瑞，杜庆辉，王梦甜， 
季  亮，何晓晴，吴永涛， 
郭海男

24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电网 2030 年 500 千伏目
标网架专题研究

吴  姜，胡  杰，章  浩， 
吴敬坤，李淑慧，肖景良， 
刘天慧，孙  雷，王  浩， 
白慧媛

25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双阳（庆德）500千伏输变
电工程可行性研究

李时莹，孙  雷，姜然凇， 
杨振国，谷志文，栾  彭， 
李单红，张文心，魏松蕾， 
王天阳

26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城市风电平价上网基地
示范项目华能通榆良井子风电场
(400MW)工程可行性研究

卢  昊，冷传富，陈  赞， 
赵  越，禹国辉，许鹏远， 
李  硕，代  雷，胡懿睿， 
韩  雪

27
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东
北有限公司

中国能建肇东市生物质热电联产
项目

裴育峰，徐少鹏，于  畅， 
刘作良，尹乃玉，白  露， 
章婷玉，张海涛，孙  勇， 
米彦明

28
长春市公路规划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

省道其太公路太兴村至华家村段
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张  胤，王柏春，呼荣宝， 
赵振军，夏占武，赵  丹， 
秦东旭，袁晓秋，赵青松，
孟莹琳

29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
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蒙东锡林郭勒盟白旗、蓝旗、阿
旗、东苏旗、锡林浩特市5个
50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

席  皛，刘照晖，徐雪鹏， 
郑春姬，张礼珏，王  震， 
吕  丹，高  源，刘  凯， 
王  旭

30
中邦山水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

集安清河人参特色小镇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工程（一期）可行性研
究报告

胡  博，王德东，单得江，
董  磊，赵  娜，李  磊，
樊淑芳，杨  雷，周劲男，
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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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中国移动吉林公司5G预商用无线
网主设备安装工程

陈茂春，王连鹏，赵  静， 
杨安琪，苏建洋，张  芮， 
王延博，韩雅茹，王得发， 
李毓婷

32
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
院

吉林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
划（2018-2025年）

王  晶，栾忠平，牛世丹， 
王德强，黄俊汉，王惠莹， 
王洪刚，陈佳刚，邵劲松

33
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
院

新建沈阳至白河铁路工程项目对
吉林园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报告

张  晶，宫向东，李兴东， 
李杰玲，郭佳忱，刘  思， 
刘海峰，杨艳波，杨  奇

34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

吉林省政法机关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及信息资源整合共享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徐  征，靳  伟，刘  靖， 
于  涛，赵洪亮，周  武， 
陈  凯，张天宇，施云龙， 
于利辉

35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5G基站
站址布局建设规划（2019-
2035）

李世峰，张  欢，王宏玉， 
佟  敏，徐  征，周  伟， 
于  沆，林佳云，金谊晶， 
于立华

36 吉林省路桥设计有限公司
鹤大公路万良至鸡冠砬子段改造
工程

迟东彪，刘振勇，宋  盈， 
邢  龙，董  蕊，王  帅， 
尹学萍，丁宝华，张旭升， 
周  涛

37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

山西垣曲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

栾宇东，张建辉，蔡光哲， 
于  洋，陈全宝，蒋  攀， 
刘权斌，吕君卓，周海峰， 
郑希娟

38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

西藏澜沧江一级支流色曲流域综
合规划报告

栾宇东，郭东浦，张彦东， 
臧永顺，蒋  攀，徐延强，
麻长信，刘  涛，王  瑗， 
张  宏

39
平高集团华生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沈阳小于66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佟国冬，朱  婉，王振斌， 
赵俊达，石闻宇，刘贵宾， 
程  彪，商海亮，白云雷，
步卓然

40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

永吉县城市防洪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

金海龙，刘树峰，王  倩， 
刘海洋，秦  晋，高乃东， 
张  飞，梁天雨，孙  博

41
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
院

通化市集中供热调峰热源扩建工
程项目申请报告

赵凯锋，李  贺，刘  勇， 
蒋子阳，孙  华，郭  斌， 
王世君，张  玲，郭  哲， 
肖  健

42
吉林建宇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圣水龙山温泉康养小镇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尹文虎，崔桂花，曹永国， 
刘延春，周  正，隋  丽， 
姜  华，沈雪花，翟士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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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长春市国家投资项目评审
中心

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评
估报告

郭晓冬，张成刚，赵贵春， 
张晓昕，唐华伦，何品君， 
王佳鑫，宋  杰，程  伟， 
崔红霞

44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工程初步设
计审查意见

李有志，廉  雪，鲁延璘， 
姜相印，吴哲坤，徐昊扬， 
王  影，张丹丹，张潇宇， 
张子剑

45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南湖院区
建设工程

王  健，田春华，霍振兴， 
迟荣琴，赵贵春，唐华伦， 
张子剑，徐昊扬，王  影， 
田  惠

46
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有限
公司

兴福大路与京哈高速公路互通立
交工程（市政部分）初步设计审
查意见

黄玉花，吕  贺，刘  兵， 
刘志斌，吴大松，曹立红， 
张  梦，马宏宇，辛  帝， 
张  茜

47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交通运输服务“一主、六双”发
展规划

刘贵有，李  冰，王  飞， 
赵  曦，张  月，党  雷， 
王  琳，李泊霖，甄  梁， 
王志慧

48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吉林省干线公路建设规划
（2018-2030）

胡雪峰，黄舒扬，王  飞， 
王  琳，甄  梁，王志慧， 
纪世奎，党  雷，张  月， 
李  冰

49
吉林东南工程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四平市地下综合管廊PPP项目
郭金锋，吴远鸣，李传德， 
韩兴超，赵  旭，郝壹廷， 
廉吉德，后丹丹，朱成伟

50
吉林石油集团石油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吉林油田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分
离移交维修改造项目

马占恒，高  扬，刘  刚， 
马晓东，王  鹤，赵晓亮， 
于秋颖，张  颖，张连宇， 
潘万峰

51 吉林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康乃尔医药健康产业园区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王  琦，王延春，白  毅， 
仉立龙，邱美苓，戚  丹， 
张丽苹，孔繁鑫，康  楠， 
王  健

52
长春燃气热力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抚松新城中心城区燃气专项规划
（2018年-2030年）

王泽宗，陈春荣，王振宇， 
白广宏，李宇航，郭海燕， 
刘芷含，李丽丽，程全喜， 
彭  军

53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梅河口市“一主六双”产业空间
布局实施方案

郭  轩，宋  影，李昭萱， 
朱  平，张广山，安  刚， 
张首魁，李长平，王继功， 
张  玲

第 5 页



54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长春海容酒店建设项目节能报告

宋闲慧，陈晓侠，秦  乐， 
全广志，阚云雷，高大博， 
孙艳荣，李克生，李  平， 
郭艳明

55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2018年度吉林省开发区综合发展
水平考核评价

徐洪利，曹艺伦，周茂林， 
焉晓东，李廷举，张军海， 
康永恒，侯艳丽，赵学忠， 
宋  影

56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长春新区空港经济开发区新港大
街（长吉北线至远航大路）道路
、桥梁及排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姜凤霞，杨  雷，赵建新， 
高大鹏，张  冰，于  亮， 
邹丽丽，李  伟，钱成会， 
张  明

57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机场大路(龙泽大街至空港东边
界)综合管廊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赵光涛，陈世达，程志超， 
董丽丽，赵伟光，嵇  柱， 
宋星雨，高洪光，董继武， 
赵和明

二等奖73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1
吉林市燃气热力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
司
口前基地河东、河西供热设施改
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隋军威，赵  凯，潘  壮， 
李彦明，刘雪云，孙  祺， 
李  权

2
吉林嘉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清河人参特色小镇配套设施PPP
项目

李  爽，黄  平，潘光照，
王大勇，李宏伟，韩  良，
牛培涛

3 吉林省轻工业设计研究院
吉林省九新实业集团白城燃料乙
醇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燃料乙醇
项目

李  博，于丁一，王洪德， 
乔  颖，徐丽英，孔令洲， 
姜春风

4
吉林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牡丹江经开区海浪铁路专用线工
程（可行性研究）

苏立平，吴清超，邵永生， 
高媛媛，张志维，胡  研， 
武  强

5
吉林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长春市伊通河北北段综合治理工
程与铁路交叉节点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唐  龙，陈  默，司  雨， 
李  娟，张  宇，张钊硕， 
张  靖

6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吉林磐石经济开发区磐石无抗生
物产业园起步区二期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褚婷婷，王佳嘉，赵  宏， 
项  鹏，邓舒予，谢正芳， 
田立薪

7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员工文
体活动及档案室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李春光，褚婷婷，王佳嘉，
安  野，李金红，迟荣琴，
王蕾

8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永吉县农村公路改建工程PPP项
目实施方案

田  林，齐倩怡，陈  玲， 
张宝亮，苗  壮，程光耀， 
李  拓

9
白城市工程建设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白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资
金申请报告

姚俊哲，杨丽娜，安龙龙， 
孙善惠，王正伟，郭一鹏， 
孙清华

10
白城市工程建设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经开片区
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课题研究报告

姚俊哲，杨丽娜，安龙龙， 
孙善惠，王正伟，郭一鹏， 
孙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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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沈阳市辽西北供水工程输水配套
工程

尹鑫磊，郑文禹，徐鸿魁， 
黄  静，刘大为，郝  博， 
姜雪松

12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大庆油田西区污水处理厂升级改
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高  旭，张修奎，孙  清， 
吕金富，曹  志，宫长亮， 
王秀花

13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江滨水处理有限公司污
水强化脱氮工程

张建良，朱敬宇，郁  磊， 
李延辉，刘  阳，张  悦， 
席  波

14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青岛市城阳区海绵城市详细规划
神  进，陕冬梅，宋丽丽，  
张  鹏，李闻晓，祝  贺， 
李佳明

15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

莲花山度假区都市服务区都市路
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建议书

姜  鑫，关文英，高志萍，  
吕  鹏，康  健，赵士峰， 
蔺欣宇

16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

长春市伊通河流域棚户区改造及
土地综合整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之道路排水工程（一）可行
性研究报告

孙宏亮，佟  竹，孙小雪， 
王子宣，韩雪松，常义杰， 
赵建伟

17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

吉林市静态交通设施建设项目申
请报告

王居超，王喜华，张  蕾， 
郭荣辉，崔宗涛，李  莉， 
邹  军

18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

吉林市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方案
（2019—2021年）

邢智强，姜  岩，王天元， 
宋晓宇，宋学丹，陈  薇， 
王栩坪

19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

蛟河市白石山镇污水处理建设项
目可研

姜  岩，王天元，宋晓宇， 
邢智强，宋学丹，王  瑜， 
陈  薇

20
吉林省凯捷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吉林长生谷社区养护中心二期工
程

李义云，代国红，王  欢， 
李红波，李忠仁，王素香， 
赵君毅

21
吉林省凯捷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综合服
务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朱雀山
植物园）

马英顼，周建秋，贺丽娟， 
胡征宇，王  柏，代国红， 
李红波

22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疑难病诊治能
力提升工程（心脑血管方向）可
行性研究报告

于东东，王海瑞，宋  杨， 
吕兆兴，刘彦圻，隋  勐， 
范孟琦

23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长白山公安局立体化治安防控体
系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于东东，宋  杨，吕兆兴， 
王海瑞，刘彦圻，范孟琦， 
隋  勐

24
长春市海威市政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抚松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李文娟，朱巧玲，刘  硕， 
魏显巍，吕  鹤，魏文君， 
刘伟光

25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吉林省美
术馆、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建
设项目评审意见

王洪波，赵建红，李  克， 
闫宇赫，李卓洋，赵  宠， 
李明宇

26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建
设项目评审

王洪波，赵建红，李  克， 
李明宇，葛立国，赵  宠， 
闫宇赫

27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7 号线一期
工程项目评审

范立新，冯  旭，曹文辉， 
高祥涛，王静涛，衣  琳， 
韦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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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吉林省吉规城市建筑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通化县老旧小区改造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

李一楠，芦麒元，秦建一， 
李可望，齐  际，周  维， 
杨  璞

29
吉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

吉林省辽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
（2018-2035年）

闫万山，张洪杰，王  伟， 
毕云志，刘文新，李禹辰， 
姬冬梅

30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徐州
分公司年产车身零部件及其他零
部件15万套项目

陈秀和，刘  贤，张彦龙， 
孙万德，陈思佳，陈崇杰， 
王  萍

31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十四五时期能源高质量发
展研究

孙  雷，肖景良，章  浩， 
吴敬坤，李淑慧，胡  杰， 
刘天慧

32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孟加拉迈门辛200MW光伏电站IPP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刘国全，冷传富，姚  丹， 
温时雍，宋晓东，胡懿睿， 
许鹏远

33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扎鲁特换流站二期2×30万千乏
调相机工程可行性研究

魏显安，龚泽锋，李  超， 
殷  岳，管永庆，杜世星， 
吴  姜

34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网蒙东省调调控云建设工程可
行性研究

曹  阳，杨  达，张  伟， 
沈钱锋，胡佳宁，张  嵩， 
朱玉林

35
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东
北有限公司

华能鹤岗发电有限公司1号和2号
机组供热改造厂外管网主干线工
程厂内机组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

安力群，王  钟，唐红芳， 
郭  颖，张  超，宋  刚， 
潘国志

36
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东
北有限公司

华能伊春1x40MW生物质热电联产
项目工程

裴育峰，陈晓旭，于  畅， 
尹乃玉，刘  莹，栾德福， 
曲树朋

37
长春市公路规划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

长春至双阳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

张  胤，袁晓秋，于淑香， 
王柏春，赵振军，夏占武， 
秦东旭

38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
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延边敦化北220kV输变电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王  震，刘照晖，刘  凯， 
关天昊，席  皛，高  阳， 
郑春姬

39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
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
基地（2017年）5号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孟凡辉，全应权，于志红， 
李钦伟，柴  阳，孙玉龙， 
席  皛

40
中邦山水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

集安清河人参特色小镇污水处理
厂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胡  博，李  磊，赵  娜， 
杨  雷，王术凯，孟德大，
田  鑫

4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中国移动吉林公司2020～2022年
省内传输网专项发展规划

刘志明，高乐文，王春晖， 
王志涛，苏红环，王  闯， 
段  莉

4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中国移动吉林公司2018年核心网
建设工程

任新宇，高丽华，董  飞， 
井志强，吴  鹏，高乐文， 
崔忠慧

43 白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吉林省白沙滩灌区2016年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邱海玢，李  卓，侯继祥， 
胡建虎，冯志博，李金运， 
高雪冰

44
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
院

抚松县泉阳镇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三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史建伟，宫向东，李景宏， 
郑清元，周威光，孙占峰， 
夏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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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
院

汪清吉天然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肉牛养殖扶贫基地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单  丹，孙宏刚，史健伟， 
赵红玉，李  吉，陈  瑜

46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携号转网核心网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

夏锡刚，韩  伟，邬  宏，  
路  遥，许碧洲，张忠杰， 
苗雨齐

47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内蒙古自治区公司赤峰
市分公司2019-2021年站址规划

夏锡刚，杨  博，刘志禹， 
杨剩金，刘丽生，李文平， 
王晓菲

48 吉林省路桥设计有限公司
国道嫩双公路(G231)通榆绕越线
段公路通榆绕越线段公路

迟东彪，刘振勇，宋  盈， 
邢  龙，董  蕊，王  帅， 
尹学萍

49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

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

栾宇东，杨城回，王富强， 
逄立辉，范  永，张  煜， 
吉士道

50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

珲春河干流防洪规划报告（老龙
口水库坝址以下）

郭东浦，张彦东，马向东， 
李晓军，邹  浩，卢  莹， 
王建中

51
平高集团华生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锦州复兴220kV开关站66kV送出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佟国冬，朱  婉，王振斌， 
赵俊达，石闻宇，刘贵宾， 
程  彪

52
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
院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年产100万吨生物基聚酰胺

宋成军，刘  瑞，崔  乐， 
王  楠，刘  勇，姚铁峰， 
窦景艳

53
长春市国家投资项目评审
中心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
公司红旗车型技术改造项目

李  爽，黄  平，潘光照， 
李松蒂，于  爽，郭  鹤， 
桂  榕

54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
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

马  颖，卢  越，王  迪， 
田  惠，崔垠臻，张  宇， 
祖一丹

55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长春市物流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23年）

袁天亮，关凯夫，王  楠， 
张淑芹，赵贵春，杨璐茜， 
孟繁博

56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长春市少年宫异地新建项目
王  辉，张  宇，吴哲坤， 
李  铭，杜丰瑞，祖一丹， 
王  鹏

57
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有限
公司

长白山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
环境修复工程（湿地四期）

刘  兵，刘志斌，曹立红， 
张  梦，孙凌骁

58
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有限
公司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长白山保护区资源管护防火监控
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

张挥遒，曹立红，刘志斌， 
张  梦，范雅文，吕  贺， 
沈  彬

59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吉林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
施规划（2017-2030）

李凤尊，张  月，甄  梁， 
吕嘉旭，李  冰，赵  曦， 
纪世奎

60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龙井市公路网规划
焦明伟，王  琳，甄  梁， 
李泊霖，李  冰，赵  曦， 
张  月

61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集安至双辽高速公路老营至石岭
（天德）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孙福申，王志慧，邢雨生， 
黄舒扬，甄  梁，党  雷， 
张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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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吉林东南工程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通化市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建设项
目

王奡飞，崔冰娜，余有库， 
魏雅新，冯志民，王景彬

63
吉林石油集团石油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前大油田提质增效示范工程
马占恒，李  涛，赵子慧， 
李永东，孙博尧，周  银， 
吴  梅

64
吉林石油集团石油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新木采油厂木17区块调改及产能
建设工程

马占恒，王云辉，梁彦宇， 
崔心江，杜忠磊，李  垚， 
温冬冰

65
吉林石油集团石油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吉林油田公司地震毁损建（构）
筑物安全隐患治理工程

马占恒，高  扬，刘  刚， 
赵小亮，王  鹤，马晓东， 
张  颖

66 吉林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异地
搬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王  可，陈  卓，郑  昕， 
王延春，谢新颖，刘希超， 
宋文彦

67
长春燃气热力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百佳气体有限公司新建液
化气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郭建勇，马秀艳，刘婷婷， 
陈春荣，张新华，彭  军， 
白  娜

68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重大公路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技术研究

崔晶红，杨自力，张逍一， 
严明渝，张  杨，王春丽， 
魏国良

69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梅河口市绿色出行系统实施方案
李昭萱，宋  影，郭  轩， 
严明渝，孙  富，商  克， 
周晓卿

70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长春国际影都影视基地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陈晓侠，王惟荔，宋闲慧， 
李  平，郭艳明，康永恒， 
侯艳丽

71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吉林省农村公共服务专项规划
李宸宇，杨  帆，陈  曦， 
李长平，王继功，张  玲， 
高大博

72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吉林省长春市重点采煤沉陷区卡
伦接续产业园机场路（卡伦段）
道路及排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李  莉，于晓刚，王慧敬， 
吴元超，郭立东，邱忠国， 
徐小兵

73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省道敦化至凤凰山公路敦化至额
穆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常玉丽，孙显奎，郑  帅， 
魏利德，齐尧尧，刘育麟， 
李豫楠

三等奖49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1
吉林嘉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池西区大黄
泥河防洪及生态整治修复工程
PPP项目

李  爽，潘光照，黄  平， 
李宏伟，吴瑞强

2 吉林省轻工业设计研究院
抚松人参健康(食品)产业园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岳  旭，李岩涛，王  利， 
徐雁彬，候宝华

3
吉林恒通电力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阜新市500MW光伏平价上网基地-
中广核80MW农光互补发电项目可
行性研究

赵红军，张立鹏，闵祥贞， 
张玉鑫，王  爽

4
吉林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吉林省东部高速铁路规划建设必
要性研究报告

吴清超，郭立卓，王纳群， 
何  璐，高媛媛

5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延吉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PPP实
施方案

田  林，齐倩怡，陈  玲， 
张宝亮，苗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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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路北地块商业综合体项目项
目申请报告

陈  玲，齐倩怡，苗  壮， 
程光耀，张宝亮

7
白城市工程建设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靖宇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姚俊哲，杨丽娜，安龙龙， 
孙善惠，王正伟

8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白银市三县两区供热系统评估报
告

哈雁琼，金先伟，马雪芬，
沈  伟，瞿  伟

9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营口市城市供水专项规划
曾光荣，李  健，薛  晗， 
吴宇航，李  昕

10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生活污
水深度处理工程

张建良，朱敬宇，郁  磊， 
李延辉，刘  阳

11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

九台区九溪新区道路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王  迪，谈  晶，关文英， 
吕  鹏，高志萍

12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5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可研

邹  军，郭荣辉，张  蕾， 
孙  萌，王  坤

13
吉林省吉林轻工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

永吉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
路网及附属配套工程可研

翟伟娜，刘培君，李  鸿， 
杨  东，沙俊喆

14
吉林省凯捷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国际电子商务现状及珲春电子商
务相关发展前景课题研究

曹荣浩，李  睿，顾小璐， 
张俊松，岗红玲

15
吉林省凯捷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年产
8000吨大丝束纤维项目（二期）

赵迎杉，郑吉斌，徐景文， 
徐  静，吴  昊

16
吉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2019-2021年吉林联通省内干线
传送网年度滚动规划

张海洋，张国辉，张  伟， 
刘泓均，王立坤

17
长春市海威市政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松江河镇特色小镇道路工程（一
期）建设项目

于微微，魏显巍，朱  琳， 
于海侠，黄继祥

18
长春市海威市政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永久村基
础设施一期建设项目

曲志严，于微微，王俊德， 
刘  硕，谢  畅

19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吉林省德惠市饮马河重点段治理
工程项目评审意见

王国华，王婧益，闫宇赫， 
王静涛，张伟光

20 吉林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
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水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评审意见

王婧益，王国华，闫宇赫， 
王维翠，王静涛

21
吉林省吉规城市建筑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

舒兰市中心城区供热专项规划
（2019-2030年）

夏  雪，左群英，户  哲， 
黄丽文，李沐洋

22
吉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吉林
省乡村发展格局研究

奚智宇，闫万山，王春海， 
李冬雪，于广宇

23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宝鸡新基
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贾晓峰，曹  波，张  谦， 
马传浩，胡  伟

24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电网省级通信网A平面SDH通
信系统升级改造工程

张  阁，王晓东，刘  洁， 
张  顼，曹  亮

25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鄂温克族自治旗集中式42.4MWp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曲学直，王启令，李大宝， 
肖华睿，禹国辉

26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
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东北电网抽水蓄能电站发展需求
研究

李东野，肖景良，章  浩， 
吴敬坤，李淑慧

27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
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吉林省白城市风电平价上网基地
示范项目大唐向阳风电场二期工
程（600MW)可行性研究报告

柴  阳，孙玉龙，李钦伟，  
全应权，于志红

28
中国电建集团吉林省电力
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白城光伏发电领跑奖励激励基地
洮南蛟流河基地升压站工程可行
性研究设计报告

全应权，陈康东，陶淑君， 
王  旭，关天昊

29
中邦山水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
祉大路（净乙一路——既有路）
道路排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单德江，王德东，张  威， 
孟德大，林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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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中国移动吉林公司2018年城域传
送网工程

王志涛，刘志明，王春晖， 
王  闯，李鑫庭

3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
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中国移动吉林公司 4G 网络六期
无线网主设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陈茂春，苏建洋，赵  静， 
王连鹏，姜  帆

32
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
院

吉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施标
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梁  启，孙宏刚，赵忠林， 
王  海，王  乾

33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
司2020-2022年无线网发展专项
规划

夏锡刚，杨  博，刘志禹， 
杨剩金，刘丽生

34 吉林省路桥设计有限公司 梅河口海龙镇至辉南朝阳镇公路
迟东彪，左海涛，赵  阔， 
司维贺，张彩云

35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

大藤峡水利枢纽项目武宣库区东
乡河调节坝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马  军，王常义，常万军， 
孙  利，周荣磊

36
平高集团华生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沈阳大望66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佟国冬，朱  婉，王振斌， 
赵俊达，石闻宇

37
吉林建宇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2019年延吉市小街小巷改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报告

尹文虎，崔桂花，曹永国， 
刘延春，周  正

38
长春市国家投资项目评审
中心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山污水
处理厂一期提升及二期扩建工程

李  爽，黄  平，于赢博， 
杜丰瑞，祖一丹

39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吉林中溢炭素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5万吨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
极项目

王  楠，王  辉，张  宇， 
金莲花，王  馥

40 长春市工程咨询公司
关于长长吉管道长岭首站与中俄
东线联通工程项目申请报告的评
估报告

关  晖，何品君，王志勇， 
姜  雪，张成刚

41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国道丹阿公路（G331）冷沟子至
鸡冠崖子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刘贤辉，党  雷，王志慧， 
邢雨生，纪世奎

42
吉林东南工程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龙岗山城市生态休闲公园入园区
域项目

王奡飞，余有库，崔冰娜， 
冯志民，王景彬

43
吉林石油集团石油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松原市西部城区燃气管线工程
马占恒，石少敏，徐  洋， 
张  楠，曹月蕊

44
吉林石油集团石油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长岭县兴农投资有限公司与中粮
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扶贫农
牧产业园合作项目配套工程

马占恒，施文彪，王  堃， 
郭美佳，徐  洋

45
长春燃气热力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长岭县天然气利用规划（2019年
-2035年）

王振雨，陈春荣，李宇航， 
白广宏，李丽丽

46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标
准化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蔡维东，秦  乐，王惟荔， 
陈晓侠，张广山

47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天然气管
道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李胜学，崔晶红，张逍一， 
严明渝，张  健

48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吉林省集安市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试范区总体规划

王惟荔，蔡维东，陈晓侠， 
宋闲慧，秦  乐

49
长春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伊通满族自治县污水管网改造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李红梅，张有昌，徐小兵， 
周长宇，董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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