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参加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7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昌
门溪至熊家洲段工程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黄召彪、柴华峰、彭松柏、黄成涛、李  明、汤光新、曾庆云、
江  凌、赵凤亚、李长铃、刘  林、刘林双、郑  力、童  凡、
王晓燕

2 19
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
中转码头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程泽坤、邹  颋、戴  进、李  冰、周晓春、杨荣君、叶宇旻、
潘瑞鹤、史云霞、孙平锋、袁晓伟、戎伟全、韩  路、朱伟达、
钟晓晖

3 42 青岛港前湾港区迪拜环球码头工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  刚、龚小红、杜  韬、吴  波、元  征、刘春炜、熊玲燕、
杨文斌、朱洪涛、郭  磊、康晓同、孔德鹏、杨  平、贺春晖、
韩冬冬

4 13 广州港南沙港区三期工程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麦宇雄、肖玉芳、覃  杰、王  烽、许鸿贯、吴遵奇、梁  浩、
陈丽琴、许  晔、洪璇玲、钟良生、孙大洋、陈志强、张  轩、
林沛生

5 25
重庆港主城港区寸滩作业区二期工
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  晋、俞武华、徐俊杰、肖  乾、王  诚、邓克勇、李韦战、
余华军、刘渝川、郭金国、樊  篱、张守华、周振环、宋国勤、
罗  雄

6 39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原油码头工程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国平、彭玉生、胡家顺、李元青、任增金、于  亮、王  鹏、
陆  微、王  涛、于英彬、马津伟、郭力清、孙先伟、吴志刚、
付  超

7 47 富春江船闸扩建改造工程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国强、张公略、李浙江、翟继民、沈  坚、范大林、任  聪、
孙国洪、孙万通、李晓燕、关明芳、徐朝辉、罗晓光、李勇伟、
夏江明

8 4 合肥港综合码头二期工程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汪海生、徐启文、王亚武、席  荣、张  晟、李夫仲、杨  铎、
程志宏、龙  波、姚  晨、虞杨波、邵永青、张海民、罗  彬、
付友萍

9 20 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一期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程泽坤、唐  洲、裘黎刚、周枝荣、秦  武、周  娜、张嵩云、
吴  辉、黄建玲、孙  伟、马桂华、孟  羽、蔡波妮、缪德浩、
蓝起宏

2018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一等奖（11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参加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8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10 30
常州港录安洲港区4号泊位暨夹江
码头二期工程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仙美、翟剑峰、陆  飞、姜  晔、戴  勇、李荣华、白如冰、
张武昌、殷兆进、李效明、李  艳、黄  然、吴  磊、姜雪锐、
王  姣

11 51 安哥拉纳米贝油码头工程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参加单位：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沈迪州、丁建军、陆云鹏、周  顶、徐明磊、黄  山、郝小影、
汤子扬、彭志豪、林  光、谷文强、文振军、杨佳岩、谭  毅、
张忠银

1 43 烟台港西港区一期工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丽民、李承钢、秦福寿、乔贯宇、李  斌、熊玲燕、张  辉、
白子琪、许佳佳、刘春炜、陆  宽、邢树军、张  静、王丽芳、
许小兵

2 31 芒稻船闸扩容改造工程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  璐、沈旭鸿、杨有军、孙  宁、张跃东、吴  昕、钱  进、
缪  岩、姜育松、付长生、刘秀魁、王  瑞、邢述炳、华  华、
钱黎辉

3 10 宜宾港志城作业区重大件泊位工程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
参加单位：
水科远大（北京）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跃卿、郝  岭、尹彦忠、李海波、李志建、李  春、邓方明、
莫  杰、李益琴、姜永生、徐  红、李勤民、李  维、丁  敏、
陈庆为

4 37
湄洲湾港东吴港区东吴作业区东1
号、东2号泊位工程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黄  彬、刘  炜、黄泽宪、李华桥、王景灯、张成光、郑清松、
许程光、张  榕、张炜煌、周伟才、张勤富、方金珍、曾佑荣、
张  燕

5 52
台州东部新区启动区块吹填及软基
处理工程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方  伟、张虎平、马兴华、黄东海、陈  喆、朱  治、陈  越、
丁  洁、任  强、袁保军、邹  余、张春华、项雨略、董永福、
彭维雄

6 26
广西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码头
及陆域形成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於志华、代韶华、莫建新、周用华、李序东、黄高新、饶开鹏、
张俊文、王　成、张　斌、李婵平、田　君、丁忠焕、田　仲、
李玉玲

7 8
盘锦港荣兴港区西作业区302#液体
化工泊位工程

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蔡  磊、王燕燕、田赫男、闫泽钰、田  鑫、郭翠双、李晓怡、
崔继雷、金  苗、刘  蜜、孙  涵、武庆弟

二等奖（16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参加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8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8 15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煤、熟料及水泥
码头工程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  勇、汪洪祥、郭大维、朱  俊、符  成、张智凯、文  涛、
柯维林、黄丹苹、李灿康、林  光、李兆宗、安  东、王玉平、
谢万东

9 21
烟台港西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工
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唐  洲、杭建忠、胡雄伟、马  辉、李大雪、黄  河、张嵩云、
范  晔、刘  纯、梁军波、秦  飞、陈  恺、王等等、黄向平、
钟  屏

10 40
沙特海尔港 （原扎瓦尔港）四期
扩建工 程（ RAS AL KHAIR PORT
EXPANSIONRAS ）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邢佩旭、潘海涛、苏永生、蔡  伟、蔡翠苏、章少兰、仲维亮、
李  勇、秦洪喜、张  磊、卢海斌、唐  玮、杜振辉、梁  超、
李晓宇

11 44
天津港大港港区10-12号化工码头
(泊位)工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柴信众、武守元、郑厅厅、李  鑫、张晋恺、李  刚、乔剑华、
王洪刚、祝  超、卢明超、王凤文、王  荣、韩  刚、韩冬冬、
刘桂娟

12 34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北1#-3#泊位工程设计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鸿忠、卢  玲、朱卫国、陆宏健、赵奇志、吴  信、贺  立、
黄冠权、
张兰芳、王大伟、杨南武、林礼清、李春来、陈  浪、莫斯枫

13 27
海南国电西南部电厂项目配套码头
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於志华、宋文涛、古西召、冯  伟、周用华、张喜宝、陈  光、
周志丹、张俊文、熊  伟、刘应红、张  斌、丁忠焕、李婵平、
姚  迪

14 33
西南水运出海通道工程（曹渡河口
至桥巩段）航道工程设计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覃昌佩、刘信华、陆宏健、黄伟军、陆  峰、杨南武、覃  贤、
蒋乙平、李穗清、黄树忠、张兰芳、李春来、李伟明、谭雅茵、
沈茜丹

15 48
嘉兴港独山港区A区2号泊位及配套
项目工程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

张静凤、沈  坚、应永良、应齐明、季大闰、应志峰、丁详中、
刘普军、张铭强、柳  亚、马强华、翟继民、王一斌、施春静、
邵罗江

16 36
南通港通海港区招商局重工2#、3#
码头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程正标、王爱良、刘  全、黄炳星、阮龙飞、乐  捷、何文章、
王红湘、夏  剑、孙  磊、赵力娟、徐  良、施  斌、刘晓芸

三等奖（10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参加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8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1 35
枣庄港峄城港区魏家沟作业区#1-
#6泊位工程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孙  冰、高  涛、杨晓松、万云飞、宋广钢、张金刚、刘  韬、
梁文文、刘荣花、张  宏、张至辉、郭晋欣、周肖灿、陈乾阳、
范海文

2 1
西江下游（肇庆至虎跳门）航道整
治工程

中铁建港航局集团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车进胜、吴丙贵、董琴亮、邹炳生、邓年生、王建明、林超明、
李  宇、柯有为、张  辉、覃益官、林颖辉、王  会、徐灿波、
李俊娜

3 9 长江中游武桥水道航道整治工程 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陈  建、曾  涛、张文江、贺  岚、胡小庆、张  璠、何艳军、
樊书刚、朱代臣、陈  希、庹莜葭、李俊青、程利林、张俊锋、
熊  为

4 6
济宁港邹城港区太平作业区一期工
程

中诚国际海洋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宋建明、杜清华、齐  娜、张宝信、姚  峰、周  锋、宋新文、
周  庆、王  南、张季宝、王建良、王海艳、陈长贵、赵瑞芬

5 3
韩江三河坝至汕头航道整治工程设
计

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何华俊、梁锦垣、程宗健、袁  殷、王如城、吴玲华、王勇峰、
余娅娅、张垂虎、温国健、薛延光、曾发钟、陈海志、朱益民、
司徒锦辉

6 14 巴基斯坦卡西姆LNG码头项目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  勇、汪洪祥、彭志豪、李业富、陈昊哲、朱  俊、唐宏伟、
谷文强、张世达、周清华、王福强、詹广才、肖仕宝、谢长飞、
符  成

7 53
马岙港区公共航道整治工程初步设
计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曾建峰、徐  元、黄志扬、杨坚刚、孙  鹏、朱  治、郭冬冬、
吴少霖、车  军、阳建云、龚  霞、朱  飞、杨  杰、全东梅、
姜  琦

8 28 厦门马銮海堤开口改造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於志华、王启淼、谢长文、易  勇、周用华、宋文涛、樊小伟、
涂明琛、金  灿、罗  芸、丁忠焕、王玉艳、李婵平、黄亦平、
万年华

9 23
无锡（江阴）港申夏港区5号码头
二期工程

武汉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柏  猛、付  磊、陈燕桥、郭茂忠、王  俊、昌黎明、陈  丽、
蔡晓勇、陈  娟、卢  明、夏双全、廖乐乐、陈  军、袁为为、
汪世乐

10 49
嘉兴港海盐港区C区3号及4号多用
途码头工程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晓峰、应永良、季大闰、应齐明、应志峰、易坚浩、颜  宏、
张静凤、刘普军、王海炳、张铭强、陈志春、卢  坚、罗晓光、
史爱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