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11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四
期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广红、程泽坤、何继红、黄明毅、吉战兵、林  浩、韩时捷、
陆  敏、张建锋、陈照玉、陈伟治、蔡波妮、于传见、顾祥奎、
丁飞虎

2 31
厦门港海沧港区14#-19#泊位集装
箱码头工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  晔、季则舟、杨长义、王连成、侯曾奇、陈玺文、李  闯、
韩秋颖、孟照意、董志坤、谭雪华、周  同、魏梦娇、刘宏聪、
周  跃

3 40 港珠澳大桥东西人工岛项目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卢永昌、梁  桁、肖仕宝、李建宇、季则舟、王婷婷、彭志豪、
林佑高、张丽珍、刘进生、陈海锋、孙大洋、谷文强、刘  滨、
何洪涛

4 51
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二期
工程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徐  元、熊  波、袁立莎、黄明毅、王罗斌 、罗少林、王效远、
张  华、李  冬、王  翔、蔡建冬、肖烈兵、刘  红、李维运、
严之菲

5 55 新加坡裕廊船厂大士南二期工程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参加单位：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邓  波、钱玉奇、黄海云、马永平、林  靖、孔  琦、周  科、
李  坤、张  燕、高  骏、俞梅欣、秦晓宇、张国斌、周惊宇、
王晓冬

6 59
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
二期工程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彭玉生、李元青、任增金、丁  嵬、王  鹏、贾晓荷、王安华、
周一宁、周  硕、张  飞、卫立星、郭力清、于英彬、刘永刚、
申瑞婷

7 12 连云港港徐圩港区防波堤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泽坤、李  武、杭建忠、陈浩群、戴  勇、阮春生、张忠学、
高志伟、祁小辉、李海玲、黄建玲、刘碧荣、胡少华、翟剑峰、
马腾云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一等奖（14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8 66
武汉新港阳逻港区三作业区一期工
程起步阶段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  晋、江  川、许廷兴、周明星、杨文昌、杨玉勤、周  瑞、
黄  巍、冯  昱、瞿才鑫、王东魁、阳  柯、张广杰、李中艳、
徐义军

9 20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汉江中下游
局部航道整治工程（襄樊至汉川
段）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龚国祥、瞿月平、欧阳飞、温国楠、王业祥、张  芹、郭  敏、
张  雯、孙  先、李  强、黄  勇、余艳平、刘翠萍、陈  岚、
王晓莉

10 32 黄骅港散货港区矿石码头一期工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季则舟、邢  军、张金中、高  杨、杨学军、李志波、张悦清、
陈寅丽、邢树军、余建夫、李  颖、杨松姗、陈  华、刘  亮、
黄明光

11 44
京杭运河船闸扩容工程施桥三线船
闸工程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仙美、马腾云、杨有军、李  艳、张跃东、沈旭鸿、李效明、
孙  宁、徐  飞、钱文军、齐鲁尚、邢述炳、钱黎辉、华  华、
高浩伟、

12 9
长江中游湖广-罗湖洲河段航道整
治工程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江  凌、柴华峰、黄成涛、赵凤亚、李长铃、熊  波、余文钧、
郑  力、曾庆云、何  碧、周成成、王云波、徐敏、汤光新、杨
利红

13 41
湄洲湾港斗尾港区斗尾作业区10号
泊位工程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何文钦、李华强、杨克勤、吴遵奇、王勇健、李艺颖、李  彬、
李冠星、崔政伟、周  莹、杨  勇、寇黎黎、吴俊孟、冯志强、
徐明磊

14 57
深圳港盐田港区西作业区集装箱码
头工程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燕太祥、方爱东、邓   磊、陈华林、周  军、李永烨、陈维升、
陈  兴、苏逢春、邱永刚、郑书禧、王  闯、鄂  巍、陈晓宏、
高  欢

1 36 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季大闰、易坚浩、刘洪杰、应永良、金国强、李  亮、应志峰、
邵坚达、崔优凯、张京京、王一斌、张铭强、马强华、王海炳、
吴  蓉

2 68
天津液化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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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正、吉  明、黄高新、吴立志、姚  迪、冯  伟、
饶开鹏、任  云、刘全兴、古西召、张  斌、史廉博、田  君、
李婵平

3 18
沙颍河航道汾泉河杨桥船闸扩建工
程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汪海生、李夫仲、刘世海、席  荣、司敬阳、杨  铎、姚  晨、
龙  波、程志宏、林福裕、罗  彬、张海民、王二宝、夏云飞、
邵永青

二等奖（21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4 5
泰州港靖江港区新港作业区三峰码
头工程

武汉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三希、颛孙伟恩、徐利军、叶  超、昌黎明、汪世乐、宋名海
、付明立、蔡晓勇、王  刚、忙  锴、卢  飞、袁为为、何玉林
、刘  京

5 13 连云港港徐圩港区一期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郭兆珈、祁小辉、杨旭东、沈燕娣、马哲超、叶永琦、兰加智、
屠希芒、郭建洲、朱挺松、林浩、高志伟、刘碧荣、芮翔、周殊
睿

6 67
印尼ADIPALA(1×660MW)燃煤电站
项目码头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立平、冯建国、雷  华、邹金松、张文东、胡  凯、张翠莹、
夏艳军、王君辉、高  鹏、赵  序、黄  胜、江  毅、张守刚、
李  龙

7 22 防城港第19#～22#泊位码头工程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左卫华、黄建勇、陆宏健、陆  峰、朱卫国、卢  玲、谭雅茵、
卢达聪、周昱瑛、莫斯枫、李伟明、林礼清、黄树忠

8 33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通用散货泊位工
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吴今权、许健刚、张  静、魏美芳、吴金娜、武文奎、刘  洋、
邓  鑫、冯  璐、岳金灿、朱洪涛、胡仁平、汪悦平、吴  蔚、
张俊健

9 42 厦门港嵩屿港区二期工程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何文钦、覃  杰、麦宇雄、王勇健、黎剑明、龚道雄、孟晓宁、
张忠银、陈良辉、陈惠锋、隋延婷、廖  源、刘  根、张  俊、
苏莉源

10 56 绵阳港三江湖码头建设项目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四川宏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吴  林、林  勇、张有林、曾  林、王  惜、邓鉴海、赵  江、
刘泓江、岳  林、李  欢、陈婷婷、周  坤、陈利娟、蒋启建、
郑小康

11 4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升船机水
域通航监管系统工程初步设计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参加单位：
三峡通航管理局

赵显峰、王  辰、房延军、陈  轩、李佳恒、王红亚、牟学东、
刘胜利、王福斋、孔  晨、杨立波、唐泽林、周红春、南  航、
王晓莉

12 23
梧州港中心港区塘源紫金村码头一
期工程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杨南武、陆  峰、邹  智、赵奇志、王大伟、朱卫国、易振友、
陈  浪、李春来、凌  波、莫斯枫、李伟明、刘康云、蒋 峰、姬
锐敏

13 38 长江中游杨林岩水道航道整治工程 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郭义浩、何传金、胡小庆、陈  建、杨祥飞、何艳军、马宪浩、
朱代臣、樊书刚、贺  岚、马李伟、杨　卫、张俊锋、马　一、
黄　伟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14 39
福州港平潭港区金井作业区4#、5#
泊位工程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寇  军、张炜煌、张成光、黄泽宪、罗松华、刘  炜、叶小虎、
李  莹、林同强、张  榕、张  燕、钟城建、林伯福、刘兆屯、
郭大敬

15 14 苏州港太仓港区华能煤炭码头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术俭、沈  斌、林  浩、冯  浩、沈  卓、钱怡杰、李雅婷、
吴沙坪、孙孟杞、杨海宏、周  骏、蒋小芳、郭兆珈、梁军波、
唐海星

16 19
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码头工
程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汪海生、李夫仲、边  峰、司敬阳、杨  铎、龙  波、查道正、
王志勇、毛  成、程志宏、章金河、杨  哲、虞杨波、姚  晨、
夏云飞

17 30 珠海港高栏港区三一港机码头工程 广东省航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周春儿、蔡元林、董华钢、朱继伟、姜  涛、王  健、钟展兴、
江丹强、李  珍、杜  静、龙友立、张汉江

18 46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沙角C电
厂煤码头结构加固改造工程

中交四航局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春保、姜  婷、张  颖、李冠星、周海芳、冯海防、蒋国栋、
张建鑫、范鹏宇、叶建科、唐  斌、王俊峰、严晨宇、李芙蓉、
于晓岩

19 71
长沙港霞凝港区金霞作业区一期工
程（2#、4#、5#、6#泊位）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谢长文、蔡开程、秦  俊、蒋璘晖、邓向恒、雷  鹏、王  俐、
刘  莉、李社平、程  凯、刘渝川、张守华、熊文晖、周  科、
姜亚雄

20 34 厦门港海沧港区20#、21#泊位工程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  晔、陈宝泉、刘红宇、侯曾奇、李  闯、孙  楠、陈玺文、
张大伟、柳玉涛、赵津平、张  剑、池  海、谭雪华、周  同、
习春华

21 21
黄梅港小池港区滨江综合码头1#、
2#泊位工程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瞿月平、孙保虎、欧阳飞、张跃博、王巧洋、卢泽晖、张鹏飞、
李  楠、黄亚栋、钟  利、张  威、杨洪祥、刘翠萍、方一鹏、
杨文庸

1 2 大连汽车码头物流中心项目 大连港口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  浩、李祥全、魏明晖、李水波、魏辽生、孔令学、栾  强、
高  彪、李欣刚、马腾跃、魏国欣、卢焕正、翟宏峰、姜  巍、
封  辉

2 47
丰都港区桃源作业区东方希望重庆
水泥有限公司码头工程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李於彬、蒋江松、祖福兴、马海峰、黄秀权、郑术金、黄  然、
冉小军、杨  俊、李惠酒原、王雨婷、刘保军、滕  达、褚广辉
、郭牧知

三等奖（21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3 65
苏州港张家港港区冶金工业园作业
区奔辉码头改造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徐学军、程正标、刘  全、阮龙飞、乐  捷、何文章、赵  晖、
杨东香、陈能成、徐  良、霍  达、王红湘、黄炳星、夏  剑、
孙  磊

4 61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西防波堤二期工
程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任增金、李新国、丁  嵬、张  飞、路  萍、卢  昭、刘  林、
贾晓荷、施  凌、申瑞婷、刘  强、刘凯捷、王  鹏、王争明、
储小欢

5 8 长江中游天兴洲河段航道整治工程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  明、郑  力、童  凡、黄成涛、周成成、柴华峰、江  凌、
李长铃、赵凤亚、刘林双、余文钧、杨利红、郑  力、曾庆云、
王领元

6 37
台州港大麦屿港区对台直航客货滚
装码头工程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颜  宏、应志峰、季大闰、应齐明、李浙江、易坚浩、张铭强、
王培林、王海炳、罗晓光、夏江明、沈  莉、张新润、陈志春、
柳  亚

7 17
磨刀门水道及出海航道整治工程设
计

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何华俊、梁锦垣、袁  殷、程宗健、朱晴晴、闫庆新、池利娇、
黄丽芬、吴玲华、陈海志、温国健、张垂虎、王勇峰

8 28 日照港岚山港区北作业区一期工程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学武、邓宏彦、王成生、刘祥玉、殷  钢、姜学军、程  磊、
王国之、张玉硕、郝小丽、荆  昆、刘为迅、宋  澎、文  娟、
许  峰

9 48 海安航道整治工程 中铁建港航局集团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林颖辉、吴丙贵、董琴亮、翁根林、车进胜、覃益官、王  会、
林超明、邓年生、林惠斌、李俊娜、黄文辉、曾雪涛、潘  杰、
陈妙章

10 64
武汉新港阳逻港区阳逻通用码头工
程

中交武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齐同钦、万爱玉、钱光浩、周远方、汤小霞、邵  莉、卢  超、
杨  帅、陈  新、王  阳、曹爱军

11 27 长江下游江心洲河段航道整治工程
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参加单位：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一兵、程小兵、李旺生、雷雪婷、王常红、耿嘉良、汪奇峰、
李华国、黄召彪、张明进、王建军、潘美元、平克军、李少希、
谭  洁

12 3
宿迁港中心港区洋北作业区码头工
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建霞、吴海根、谢成立、沈  浩、王  磊、邵  琪、潘  番、
郗娅兰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年度水运交通优秀设计获奖项目名单

13 52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航标工程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阳建云、徐  元、蒋  玮、张建锋、陆保敏、苏建华、郭冬冬、
陈  伟、曾建峰、全东梅

14 45
苏州港太仓港区新泾作业区润禾码
头一期工程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仙美、杨有军、孙  宁、杨  嵚、袁  伟、吴  昕、孔祥钰、
李  艳、李效明、何  侃、郑  洁、杨振宇、马腾云、杨一奇、
马  超

15 24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3#～6#泊位工程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卢  玲、李鸿忠、朱卫国、李  兵、陆宏健、邹  智、吴  信、
黄冠权、赵奇志、王大伟、杨南武、李春来、凌  波、刘康云、
林礼清

16 69
国投印尼巴布亚水泥有限公司
32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配套
专用码头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文东、於志华、莫嘉琳、张翠莹、陈  锦、赵传刚、陈  旋、
伍志斌、黄  胜、刘文俊、杨第昌、邹金松、陈  琦、张守刚、
刘先平

17 15 福州港江阴港区11号泊位工程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成才、浦伟庆、黄黎辉、韩  兴、戴海新、赵岚岚、梁军波、
秦  飞、刘  纯、张银苗、马  辉、周俊辉、周  瑞、姚建新、
蔡世佳

18 29
南京港西坝港区西坝作业区五期工
程

广东省航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华钢、何元瑭、何  捷、张利军、吴加武、江文铂、朱继伟、
张汉江、刘德东、宋晓莉、曾  杰、吴小颜、连长秋、曹昌浩、
王  鹍

19 6
无锡（江阴）港申夏港区4号码头
工程

武汉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颛孙伟恩、柏  猛、王  俊、门春文、昌黎明、卢  明、吴  卓
、叶  超、李  骥、卢  飞、叶保林、袁为为、何玉林、王  雪
、程  都

20 49
珠海港万山港区桂山岛客运码头工
程

中铁建港航局集团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林颖辉、吴鹏军、吴丙贵、董琴亮、王建明、徐  鑫、李  宇、
郑  路、刘勇南、李俊娜、黄海波、黎建维、曾雪涛、李  倩、
戴耀腾

21 60 大连港大窑湾港区北防波堤工程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国平、彭玉生、马德堂、钱立明、张成刚、李元青、王  琳、
黄敬东、常占卫、王  闯、胡宗敏、刘  强、陈  刚、施  凌、
申瑞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