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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文件
豫建设协〔2022〕42 号

                                                                                         

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关于 2022 年度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优秀工业工程设计项目评审结果的公告

各省辖市勘察设计同业协会（学会），各会员单位：

根据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有关文件要求，经会员单

位自愿申报、各省辖市勘察设计同业协会（学会）初审、协会组

织专家组评审、公示。现将 2022 年度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奖优秀工业工程设计项目评审结果予以公告。

附件：2022 年度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优秀工业工程

设计项目获奖项目名单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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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南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优秀工业工程设计项目获奖项目名单

电力工业设计项目（24项）

一等奖（5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几内亚苏阿皮蒂水利枢纽项

目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谢遵党,尹德文,陈兴亮,王美斋,邵  颖,

符新阁,罗  畅,杨振琨,杨永建,唐  林,

董京艳,王文先,刘晓梅,邹红英,周  伟,

韩献红,崔小特,赵丽华,张智沛,陈  悦

2
南阳桐柏东 220千伏变电站

工程

河南九域博慧方舟咨

询发展有限公司

李  峰,齐艳霞,李晓东,王红宾,梁东正,

王  鑫,付英华,尤  闯,陈  毅,李  冲,

张凤凤,穆三强,周延伟,徐同乐,张志勇,

王  相,朱  建,曹艳玲,陈伟利,范文娜

3
许昌鄢陵许继蓝天风电场

110kV送出工程

许昌鲲鹏电力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

韦  杰,付丽梅,张少辉,郭  朋,赵  燕,

张莎莎,朱站坡,刘宗贤,胡秀玉,田春怀,

孙  嘉,王瑞强,张启寒,丁  毅

4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煤场

封闭改造 EPC项目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徐茂行,孙书昌,吴琨鹏,王永坡,赵丹凤,

陈  璐,娄永娟,孙会超,王一帆,张战涛,

王璐颖,王丽培,许珷阳,杜春豪,段宇航,

张慧敏,种慧景,付  伟,宋全团,王书华

5
黄藏寺水利枢纽对外道路工

程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冯仲林,任自铭,刘红森,殷世林,杨  纪,

王方超,于剑丽,史  晓,吴  宁,杨  哲,

段莹超,王茂丽,张  铎,宋银平,王  睿,

贾超,张倩,闫思泉,潘宇威,刘喜忠

二等奖（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三门峡灵宝 110千伏董社变

电站新建工程

三门峡电力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

王中伟,刘诚斌,刘执权,孙中平,刘义博,

杨  博,程  明,李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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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南商丘市区睿德（城东）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商丘市天宇电力工程

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蒋  雷,王  红,韩星辰,冯志阳,蒋  雷,

李  青,郭  栋,张超群,李咏梅,杜红义,

蒋  剑,贾文忠,王浩宇

3
开封尉氏 220千伏岗刘变电

站工程

河南九域博慧方舟咨

询发展有限公司

李  峰,齐艳霞,徐  星,李晓东,王红宾,

梁东正,王  鑫,朱  建,曹艳玲,陈伟利,

范文娜,张一坤,路艳宁,申战勤,付英华,

杨武昌,李  冲,李绍立,尤  闯,张凤凤

4
南阳宗璞-桐柏东220千伏线

路工程

河南九域博慧方舟咨

询发展有限公司

齐艳霞,李晓东,李波亮,王振兴,赵李杰,

陈兴刚,贾高祥,李  玉,王俊伟,曹亚锋,     

楚鹏飞,刘  凡,黄宇昊,杨武昌,陆  鹏,

张一坤,路艳宁,申战勤,焦红超,王海超

5

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二期

煤场增加全封闭装置 EPC项

目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徐茂行,孙书昌,吴琨鹏,王永坡,赵丹凤,

陈  璐,娄永娟,侯芳芳,张战涛,王璐颖,

刘成才,李  丹,王  斌,杜春豪,顾  欣,

段宇航,种慧景,刘继钢,王书华,张瑞雪

6
平顶山宝丰君文（西环）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

平顶山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石书梅,李海燕,朱  珂,任路路,李  怡,

田  静,程伏凤,赵  宇,钱其林,康俐俐,

郑宗熙,李蓓蓓,刘印龙,谢振华,黄爱华,

彭凯莉,邓松峰,王  珺,漫辰野,杜时雨

7
濮阳南乐千佛 110千伏变电

站工程

濮阳龙源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史卫东,杨春秀,韩蓉蓉,运彩霞,王志群,

房利果,孟健兵,周彦武

8
濮阳范县王楼 110千伏输电

线路工程

濮阳龙源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王  昭,杨  扬,张保艳,王凯星,王  浩,

刘一栋,郭美玲,王  鹏

三等奖（1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许昌禹州 110千伏箕阿变电

站工程

许昌鲲鹏电力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

韦  杰,付丽梅,张少辉,王晓松,孙  嘉,

赵  燕,朱站坡,张莎莎,丁  毅,李旭阳,

杨玉珍,罗文娟,牛东东,李德峰,韩文强,

郭少林

2
平顶山鲁山岳山（瓦屋）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

平顶山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王朝阳,王云峰,银高娟,乔建宝,刘艳生,

韩  军,薛  松,韩国聚,刘威洁,李牧遥,

陈延伟,周洪涛,张旭瞳,赵  宇,王  锴,

吕慧娟,董江燕,罗  蔓,孙明飞,郭奕涵

3
濮阳台前朱张 110千伏输电

线路工程

濮阳龙源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王  昭,杨  扬,张保艳,王凯星,王  浩,

刘一栋,郭美玲,王鹏

4
漯河市区万北 110千伏输变

电工程

漯河汇力电力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

秦广召,贾晓科,刘保军,郑沛豪,杨红涛,

王明丽,徐秋丽,许  珂,肖  燕,李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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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  明,赵  胜,李春风,赵蕊蕊,戴继红,

程爱萍,任轶哲,李  静,袁  震,王莉娅

5
河南新乡长垣益通生物质发

电 110千伏送出工程

郑州顺为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

王  浩,余保君,申芳芳,李永鹏,郭  辉,

靳晓东,张青山,胡燕南,卢  瑶,鲁  腾,

王威风,汪志鹏,多文绘,毛冲冲,李  涛,

李志庄,闫浩然,韩月平,程亚南,程海洋

6
濮阳范县王楼 110千伏变电

站工程

濮阳龙源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运彩霞,李苗苗,韩蓉蓉,张元甫,房利果,

崔春生,张  硕,董  芳

7

新郑国际机场第二电源切换

装置及中心站等六个变电站

高低压更新改造工程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白玉峰,王  瑞,黄守峰,张  彪,王小波,

李辛阳,薛晓东,李文清,陈  豪,董  旋,

张  婷,尹晓阳

8
河南驻马店正阳正阳北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漯河汇力电力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

秦广召,刘保军,贾晓科,郑沛豪,杨红涛,

赵  胜,李春风,赵蕊蕊,肖  燕,李  博,

鲍  明,刘炳辉,徐秋丽,刘金枝,王明丽,

程爱萍,闫菲菲

9
河南大地水泥 110千伏变电

站工程

河南上能电力设计有

限公司

田永保,陈顺龙,陶子龙,秦彩红,张瑞琪

杨相臣,查花锋,秦一博,王旭航,陈利娟

刘  锐,王梦楠,曹  洋

10
开封兰考爪营-雷集 35千伏

新建线路工程

郑州顺为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

王  浩,余保君,申芳芳,李永鹏,郭  辉,

靳晓东,张青山,胡燕南,卢  瑶,鲁  腾,

王威风,汪志鹏,多文绘,毛冲冲,李  涛,

李志庄,闫浩然,韩月平,程亚南,程海洋

11

郑州普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普罗城西 8苑项目供配电

工程

郑州昌通电力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

寇贤伟,刘绍毅,李小峰,刘振伟,何都都,

冯  琳,吕鹏飞

石化工业设计项目（14项）

一等奖（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河南蓝星新材料有限公司 5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项目

河南省中原石化工程

有限公司

付俊华,李雪娟,陈  光,李红艳,黄  俊,

陈  宇,闫小勤,王慧珍,景利娟,李俊平,

何英辉,于芳洁,高  华,孙爱华,王云霞,

魏皓飞,王庚生,赵  青,任修全,张保根

2
天然液化气（LNG）项目输气

干线工程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唐兴华,朱永辉,胡艳花,赵保才,赵晓燕,

郑政彬,韦建中,吴效康,申  阳,豆  力,

周利强,薛  伟,李文广,陈  晨,张  欣,

崔文波,张自强,李  洋,姚豫辰,李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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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中原-开封输气管道工程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郑  焯,程振华,张建强,张松伟,谢海燕,

杨小格,唐  谋,梁骁男,邓丽娟,杜锡铭,

杜丽红,陈  晨,徐娅琼,杨丙策,张  萍,

邓瑞芳,孟书妮,张雅洁,沈海静,刘晓伟

2
20万吨/年烷基化装置及配

套工程

洛阳智达石化工程有

限公司

柴中良,王红中,刘  兴,胥万里,李  华,

苏  航,冯兴伟,张立军,金宝磊,郭俊虎,

尚雪盛,沈  岩,谢亚星,肖  丽,蔡  冰,

姬朦朦,张永昌,吕文峰,王  升

3

洛阳宏兴新能化工有限公司

60万吨/年芳烃项目 100万

吨/年连续重整装置

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

限公司

王志中,刘德辉,王晓玲,张志国,齐  谦,

曾祥普,任春来,吴新颖,张倩倩,潘  阳,

姜战飞,张慧杰,赵春娇,侯芬芬

4 武陵山天然气管道工程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唐兴华,曾宪东,刘春华,杨  光,吴小勇,

葛长尧,黄晓宇,王赵旗,宋  燕,庄超伟,

庞怡可,李  洋,赵复涛,田顺民,陈慧芳,

董  飞,尚应楠,王  垒,黄梅虹,张振宇

三等奖（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 120

万吨芳烃项目三期 160万吨

加氢裂化

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

限公司

王志中,刘德辉,王晓栋,王晓玲,胡玉耀,

史云霞,徐  飞,昌敬源,陈  欢,王  统,

王春艳,张  燕,刘奉滨,赵春娇,侯芬芬,

袁  媛,杨  辉

2

河北凯意石化有限公司年产

300万吨重交沥青搬迁改造

项目

洛阳智达石化工程有

限公司

柴中良,李  华,张立军,苏  航,贾  亮,

李  倩,卢明杰,昝亮亮,肖  海,张永昌,

王  升,金宝磊,刘  辉,尚雪盛,肖  丽,

王  谦,蔡  冰,姬朦朦,刘延峰,彭怀兵

3

中天合创鄂尔多斯煤炭深加

工示范项目厂外渣场二期工

程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唐兴华,郑  焯,王向阳,陈金朝,高  艺,

高继峰,银永明,侯彦军,曾  飞,李娟萍,

张振宇,张文璟,张传更,霍志东,王向阳,

王  惠,张新敏,宋  扬,丁  毅,赵建东

4
中石化中东研发中心建设工

程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安发全,高继峰,唐兴华,王向阳,朱朝军,

陈谦益,陈金朝,韦建中,孙  鹏,赵  洁,

潘江豫,王向阳,吴  帅,唐德泉,尚应楠,

曹  利,曾  飞,张振宇,黄家骥,姚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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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氧化 CTA回收钴锰项目
洛阳石化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代  月,李美茜,秦凯戈,田  宇,刘维斯,

李伟强,张  伟,牛红梅,周  龙,崔方明,

陈  成,李新青,姬风好,杨红敏,尚柏鑫,

杨  晖,贾玉亭,毕  宏,强霄晶,柴  明

6
PTA装置溶剂脱水塔共沸精

馏改造项目

洛阳石化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尚友成,肖晶晶,吴  岳,秦凯戈,崔方明,

陈曾光,陈  成,王文超,尚柏鑫,杨  晖,

耿  磊,王大力,李新青,耿春江,强霄晶,

张  伟,韩明刚,鲁继明,井  雷,吴  涛

7
2#催化再生烟气深度除尘除

雾消白烟

洛阳石化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代  月,王大力,秦凯戈,田  宇,权璀璀,

王浩靖,张  伟,齐  坤,李伟强,牛红梅,

石东锋,井  雷,贾玉亭,陈曾光,江从仁,

李新青,耿春江,齐建华,吴  涛

8
太和末站-稅镇天然气支线

管道项目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

建设有限公司

杨党库,杜立国,华  爽,董春华,张永乐,

黄清源,李怀洲,刘  盼,王  琨,李朝峰,

王明秀

轻工工业工程设计（1项）

一等奖（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十一·五”哈尔滨卷烟

厂易地搬迁技术改造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李  航,弓建峰,赵光强,白  玲,董  俊,

武浩杰,付  涛,孙海州,张东林,张  兵,

李  涛,邵帅飞,牛好强,刘许民,肖  岱,

赵鹏展,王雷岗,郭  庆,张海清,闫胜利

二等奖（空缺）

三等奖（空缺）

通信工业工程设计项目（3项）

一等奖（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中国移动河南分公司干线传

输网十四期工程

日海恒联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

胡全军,朱金学,纪小成,叶耀忠,王  辉,

杨另兵,张泽亮,陈  磊,陈浩奇,任  生,

廉梦杰,吴  杰,于洋洋,徐晓丹,张  强,

吴卫国,陈高超,王彦丽,卢  静,谭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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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空缺）

三等奖（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2016年中国联通北京

FDD-LTE室内覆盖扩容工程

三区第二批项目（预安排）

日海恒联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

李  伟,连家军,袁江涛,刘长春,孔令涛,

李伟峰,康晓明,张子键,闫  俊,李  轩,

黄振兴,蔡义亮,李方超,王若愚,孙新仓,

崔逸轩,赵  伟,赵冠力,李松潮,史许可

2

2019年度西藏电信普遍服务

（行政村 2）项目林芝业务区

第二批次传输部分

日海恒联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

许东升,李中原,韩放志,史锦辉,郑  彬,

白云朋,任亚乐,孙保胜,刘兴涛,薛  超,

王伟将,冯晓鹏,燕世浩,史志豪,贺竟争,

黄  龙,禹耀宗,叶文强,赵慧聪,段家喜

煤炭工业工程设计项目（2项）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空缺）

三等奖（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河南大有能源公司跃进煤矿

新风井

义马广宇工程设计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李  达,黄双平,柳海军,孙新乐,虎增峰,

吴乾坤,张  超,聂印辉,李聚良,孙跃锋,

卢钢柱,崔  璐,郭新艳,赵文渊,史兰芳

2
河南大有能源公司石壕煤矿

南风井

义马广宇工程设计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李  达,黄双平,柳海军,孙新乐,虎增峰,

吴乾坤,张  超,聂印辉,李聚良,孙跃锋,

卢钢柱,崔  璐,郭新艳,赵文渊,史兰芳

冶金工业工程设计项目（3项）

一等奖（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国家电投集团山西铝业有限

公司宁武宽草坪铝土矿 120

万吨/年露天开采工程设计

河南省冶金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钰洁,李寅莉,马  浩,吴彦波,刘桂玲,

刘继红,吕纪霞,邓岁伟,倪守福,张留军,

安晓鹏,舒永发,陈庆国,石显凤,韩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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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豪,王  伟,马宇飞,张崇荣,易  洪

二等奖（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原中国

铝业河南分公司）第五赤泥

库干式堆存工程设计

河南省冶金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钰洁,李寅莉,马  浩,吴彦波,刘桂玲,

刘继红,吕纪霞,邓岁伟,倪守福,张留军,

安晓鹏,舒永发,陈庆国,石显凤,韩炜涛,

武  豪,王  伟,马宇飞,张崇荣,易  洪

三等奖（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河南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铁山矿区铁古坑矿

段露天采场-100m至-80m底

柱及露天采场东西两帮

-100m以上矿柱开采工程

河南金泰矿业科技有

限公司

卢少林,周东洋,韩炎君,隋振华,顾宝华,

易  洪,张崇荣,卢  川,侯盼盼,代豪杰,

杨佳祺,张双全,刘广威,孙飞飞,姚孟齐

有色金属工业工程设计项目（1项）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空缺）

三等奖（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南召县源达矿产开发有限公

司 400t/d金矿选矿厂设计项

目

河南金泰矿业科技有

限公司

陈平炬,侯盼盼,龚哲彦,孙飞飞,张树辉,

王先键,姚孟齐,杨佳祺,张双全,刘广威,

代豪杰,陈  卓,李家奇,周东洋,卢  川,

刘志鑫,王保华,王  华

机械工业工程设计项目（1项）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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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1
三环（谷城）精密锻造中心

一期工程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迟晨阳,吕增印,李志刚,魏升华,董迎冬,

魏  丽,刘炎炎,袁俊刚,张  珺,贺世开,

张海舟,李贺礼,钟顺林,郑  杰,王  邦,

郭卫波,宋坤杰,段振宇,张  静,苏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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