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合作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16
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二期
工程动态监测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口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
长江航道局

陈源华、朱  治、耿智海、张志林、翟信德、朱苏辉、胡国栋、
颜惠庆、鞠津京、林  武、王国波、乔红杰、杨俊凯、徐  伟、
刘传杰

2 32
援马尔代夫马累-机场岛跨海大桥
（中马友谊大桥）项目勘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程新生、万仁凯、刘  健、秦建军、刘  星、李书轮、洪  剑、
王  飞、赵家明、李  莎、江木春、张江峰、李  勇、孙小红、
夏凤兴

3 1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昌
门溪至熊家洲段工程效果观测

长江航道测量（武汉）中心
朱剑华、胡其武、谢  凯、周念雯、陈  静、张  诚、甘建国、
唐  俊、徐  静、张  典、冯  凯、张宝瑞、唐立明、肖  俊、
田文璞

4 6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四
期工程勘察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钮建定、郑建朝、李孝杰、李  江、成利民、徐  威、陶旭光、
张发栋、梁国庆、赵树光、杨秋芳、李庆庆、胡振明、吴卫平、
吴朝东

5 31 老铁山水道至成山角航路测量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海事
测绘中心

桑  金、寇端阳、王墉成、黄东武、齐晓迪、张永合、李新辉、
张志宴、汪连贺、梁  亮、关建启、刘晓金、杜红雨、张  宁、
李晓鑫

6 5
香港沙中线跨海通道项目沉管隧道
精密对接测量

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王晓进、王志林、王崇明、雷  鹏、郝建录、张  楠、秦  建、
吴  昊、刘芝波、历  昌、敦  煜、赵  阳、安永宁、秦金涛、
马  深

7 7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管理区勘察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澳门土木工程实验室

钮建定、徐  威、董淑海、沈  强、成利民、陈智勇、陶旭光、
荣艳丽、陆荣华、郑华文、杨志刚、庄  超、辛宪涛、曹志龙、
陈志勤

1 23 广州港南沙港区三期工程勘察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孔  明、刘自闯、郭晓勇、傅文淦、温  岫、马  峰、翁  奕、
柴海斌、郭赞杰、谢焰云、马秋柱、刘  永、傅世敏、刘  方、
王  强

二等奖（9项）

一等奖（7项）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勘察获奖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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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合作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勘察获奖项目名单

2 18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煤码头续建工程
CD5翻车机房及廊道工程监测和检
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曹胜敏、张喜平、徐小明、武  霄、成建强、李继广、李学艳、
张红亮、赵子鑫

3 13
磨刀门水道及出海航道整治工程测
量

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袁  殷、余娅娅、何华俊、刘星海、谢东东、潘海泉、邹  磊、
蔡镇鹏、赖海滨、吴  俊、周雄州、陈锡耿

4 27
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检测
监测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姚  伟、俞先江、刘亚楼、汪春桃、王  成、梁邦军、戴鹏飞、
陈  忠、徐春明、顾章川、韩  冬、黄思增、景步军、刘  辉、
夏雪迪

5 33
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码头
及陆域形成工程地质勘察及地基检
测监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  辉、李书轮、张  鸿、谭志平、程新生、陈  刚、刘  星、
吴  波、邓伟军、林剑锋、乔伟刚、吴凤娟、罗全伟、卢超健、
秦  宇

6 14 连江西牛航运枢纽工程勘察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陈明清、李宁新、朱云江、向德忠、麻王斌、吴  飞、林起昌、
陈  杰、吉彬彬、谢伟标、曾伟国、梁俊俊、金  丹、赵  晖、
包  勋

7 19 天津港国际邮轮码头工程地质勘察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肖雄丙、杨鸿钧、戚玉红、柴信众、赵居代、孟令福、羊小云、
张卫华、孙成科、裴成玉、陈  伟、徐小明、周庆礼、张晓昀、
李安乐

8 2 深圳西部港区海图测量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海事
测绘中心

何开全、刘庆东、马永学、俞成明、吴永东、周  健、陈  良、
廖剑波、刁永洲、梁桂旺、彭  文、黄小苑、徐晓青、孟宪珍、
张莉莉

9 3 洋口港海图测量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
测绘中心

史晓平、张祥文、陈正伟、戴云舟、韩  磊、曹  源、高士森、
李永奎、季凯敏、刘  谨、郭兆锋、黄  伟、顾明杰、钱耀麟、
张满龙

1 20 富春江船闸扩建改造工程勘察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天宝、郑束宁、杨建锋、刘  健、彭丁茂、徐国锋、崔永兴、
邵长杰、王  骏、包晓明、吴瑾天、陈明明、余勇利、朱子国、
谢  媛

2 8 合肥港综合码头二期工程勘察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安仕、吕治刚、张万涛、王剑锋、杨凤伟、徐启文、汪海生、
奚新定、刘  备、洪  青、王少一、刘  超、朱鹏飞、邢  超、
张永生

三等奖（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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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勘察获奖项目名单

3 17 烟台港西港区一期工程地质勘察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孙成科、张纪欣、王  赢、李安乐、李  永、卢永生、杨鸿钧、
戚玉红、张喜平、孙东风、徐小明、孟令福、高克祥、焦连强、
李培顺

4 11
水口水道（2）等63公里航道测量
项目

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余娅娅、袁  殷、刘星海、谢东东、潘海泉、邹  磊、蔡镇鹏、
赖海滨、吴  俊、周雄州、陈锡耿

5 28
黄骅港（煤炭港区）四期工程港池
航道及17#泊位勘察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席文熙、王俊刚、万中喜、陈允进、祁丽华、盛  波、任世锋、
姜小春、殷进宏、王萧寒、黄勇清、花  斌、张占民、刘永胜、
胡伟娜

6 30 呼伦湖小河口及附近海图测绘工程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海事
测绘中心

董  江、孟  森、付兴武、张墨起、王  昭、奉定平、赵春城、
张  岳、石金榜、王  冬、董玉磊、李  辉、徐  蒙、王金铭、
赵瑞琪

7 34
厦门港古雷港区古雷作业区南2号
液体化工码头工程勘察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林剑锋、袁海龙、邓伟军、赵家明、谭志平、程新生、代卫强、
李书轮、夏凤兴、江木春、陶梦玲、吴凤娟、严海燕、卢超健、
杨  涛

8 4
“桑吉轮”沉船三维精密扫测及清
污作业水下综合导航定位

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参加单位：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田春和、杨  鲲、金培鑫、周东荣、洪  冲、崔志伟、吴  昊、
张  楠、刘芝波、孟范伟、秦金涛、李景洋、雷  鹏、杜  跃、
李  晶

9 9
沙颍河航道阜阳市北京路桥至沫河
口段整治工程勘察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吕治刚、王剑锋、张万涛、杨凤伟、徐启文、高安仕、汪海生、
邵  权、姜文付、奚新定、朱鹏飞、刘  超、王少一、邢  超、
张永生

10 24
海口湾南海明珠人工岛二期工程勘
察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郭赞杰、郭晓勇、温  岫、马秋柱、翁  奕、覃  继、温  俊、
邱  诚、张冠绍、李  刚、严义鹏、杨兴文、高志成、李  肖、
林  琳

11 26
淮安港市区港区新港作业区二期工程
勘察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保坤、唐善普、接道波、许  波、朱经亮、柴永进、许  礼、
吴家铭、文德宝、张建涛、徐春明、苟联盟、许小敏、顾红伟、
裴广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