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48 莱基港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申勇锋、汪  超、刘佳林、丁建军、孙  艺、杜若罡、毛剑峰、
岳  瑶、路卫卫、许锦基、王科华、刘俊超、廖倩如、余神光

2 80
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一期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季  岚、应  铭、车  军、曹慧江、张  华、黄东海、全东梅、
陈  琳、王恒宾、苏建华、盛  皓、陈  中、邱  德、李  蕙

3 93 唐山LNG项目可行性研究码头工程分报告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邢  军、顾  俊、许健刚、刘  璠、赵雁飞、许佳佳、范莹莹、
刘  亮、崔川川、孔德鹏、李  静、翟甲栋、李晓军、张立国

4 113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原油码头二期工程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云飞、潘海涛、任志杰、何正榜、王  鹏、只红茹、余  敏、
刘晓玲、唐  玮、林结庆、岳  霖、卫立星、白云香、梁  超

5 10 南京江北海港枢纽经济区发展战略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同济大学

马彦勇、印  莺、林  坦、刘思伟、宋若辰、俞  灵、王  洧、
陆禹翰、徐鹏飞、杨  超、史济辰、丁  琪、成  诚、卓嘉俊

6 87
长江下游江心洲至乌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合作单位：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万利、王  平、刘鹏飞、尹书冉、王  宁、何  虎、杜  勇、
李晓星、王建军、李少希、李华国、李旺生、罗少林、吴凌波

7 94 日照港石臼港区东煤南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龚小红、刘春炜、熊玲燕、孔德鹏、白子琪、徐  彬、范盈盈、
顾津玮、何冯斌、陈寅丽、王  斌、刘一凡、刘桂娟、崔建勋

8 98 长江港口绿色发展研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冯宏琳、黄  力、周小棋、田艳杰、朱鲁存、袁其军、徐  杏、
张  艺、梅  蕾、贾鹏鹏、李歌清、简艳春、张贵宾

9 116
日照港岚山港区南作业区#18、#20、#22通用泊位
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国平、李元青、崔永鸿、孟  超、张  飞、任增金、王  鹏、
张志霞、施  凌、刘凯捷、林  奎、鹿中一、申瑞婷、周  硕

10 11
福建漳州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项目码头工程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范寅初、张银苗、浦伟庆、程培军、胡雄伟、陈  恺、马  俊、
韩  慧、李  敏、江芳芳、杨海宏、孔友南、唐懿婧、钟  屏

11 12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新）科考瑞港口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安蒙华、郑宇飞、吴志良、高  浪、黄黎辉、黄  河、徐明洪、
李  江、俞  灵、徐鹏飞、陈佳莹、顿昊天、余  涛、乐嘉熠

12 68
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二期整治项目前期工作研究
报告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刘立华、吴凌波、李海东、王  平、张明进、凡建伟、程伟斌、
李红亮、罗少林、张啸镝、徐军辉、鲍子谷、朱玉德、邓  伟

2020年度水运工程优秀咨询成果奖评选结果

一等奖（1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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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4 荆州港总体规划（2035年）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周俊波、瞿月平、陈  旭、孙保虎、丁德斌、李琳琳、吴国君、
卢泽晖、温焰清、王巧洋、张  芹、徐洪强、方一鹏、周  敏

14 99 厦门港总体规划（2035年）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陈  飞、李  蕊、姚海元、张丽炜、葛  彪、林云光、毛亚平、
张民辉、田  佳、查雅平、房  卓、薛天寒、朱鲁存、苏孟超

15 50 南沙航运物流集聚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规划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有文、赵彬彬、郑  斌、李晓铳、程进超、彭佐康、廖慧敏、
魏俊辉、袁文钊、姚苑平、强  蓉、罗铬磊、李  奇、刘景华

16 25
江阴第二过江通道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
告

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合作单位：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
研究所，中铁武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王义安、胡  勇、孔宪卫、李延伟、赵维阳、纪文栋、李华国、
张  胡、黎国森、李晓松、干伟东、安晓宇、曲  径、杨立功

17 70 淮河航道临淮岗复线船闸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  平、俞武华、宋文涛、李社平、刘江林、邓  伟、钟华林、
徐军辉、梁丰收、雷  鹏、陈恩旺、张婧冉、尤佳滢、陈仲盛

18 100
江苏海事局长江干线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改扩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合作单位：江苏海事局

赵显峰、陈  兵、张  杨、王秀峰、吴桂宝、卞方顺、姜  巍、
张  展、牟学东、王  辰

19 121
三峡、葛洲坝船闸监测管理设施建设工程工程可
行性研究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合作单位：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

史世武、陈冬元、张  钊、王忠民、姜永生、张攀攀、王晓莉、
王太伟、李  林、江  涛、王  伟、张  伟、安小刚、刘  力

1 81
新建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铁路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
价报告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

陈  虹、曹民雄、马爱兴、邓丰昌、黄荳荳、邓  涯、王加建、
胡  颖、黄晔卉、魏裕翀

2 3 魏村枢纽扩容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翟剑峰、杨有军、陈  璐、付长生、孙  宁、张跃东、刘秀魁、
杨一奇、马  超、周  博

3 26
长江上游朝天门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郭义浩、陈  建、王  涛、朱俊凤、何  虎、苏  丽、尹书冉、
张  毅、张俊锋、王璇博

4 47
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覃  杰、王红尧、申勇锋、王  烽、陈志强、庄正勇、李  洋、
岳  瑶、王尉儒、郭  艳

5 54
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德均、李志峰、程巍华、沈先荣、金国强、杨  扬、徐朝辉、
刘  冲、蔡文君、任  聪

二等奖（44项）



序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年度水运工程优秀咨询成果奖评选结果

6 105 沱江自贡段航道等级提升工程（二期）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虞  霏、李  维、吴礼国、刘  耕、谭先泽、姚敦呈、徐  红、
周定科、李顺超、庞建成

7 13
万向石油储运（舟山）有限公司二期项目30万吨
级油品码头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钱怡杰、沈  斌、蔡建冬、杨春平、姜飞翔、张雯燕、张　倩、
陈　琼、叶　炯、马　健

8 33
沱浍河航道（南坪至入淮口段）整治工程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沈保根、汪海生、王  亮、葛德杰、张海民、李华治、杨  志、
张  伟、黄亚萍、蒋丁丁

9 39 渠江重庆段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明祥、蒋江松、刘小辉、祖福兴、黄秀权、马海峰、刘保军、
王雨婷、李  洋、郭牧知

10 4
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整治效果
及效益分析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仙美、翟剑峰、朱志夏、东培华、李  巍、袁  媛、岳巧红、
马洪亮、曲红玲、应翰海

11 69
三峡通航船舶秭归旧州河锚地建设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

谢长文、邓向恒、宋文涛、王海滨、肖玉华、秦  俊、雷  鹏、
陈  轩、罗  健、李佳恒

12 88 四川宜宾港5G智慧港口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合作单位：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航务管理局
四川宜宾港（集团）有限公司

许家帅、陈春梅、刘征宇、李子龙、马瑞鑫、谭皇甫、陈  静、
柯  强、胡高利、胡亚杰

13 92
天津港大港港区渤化液体化工码头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天津渤化工程有限公司

刘  晔、郑厅厅、李  刚、张晋恺、乔剑华、王洪刚、孙景龙、
刘艳亭、张自强、徐金昌

14 112 济宁港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潘海涛、陈云飞、邵春华、陶书东、姜兴良、禹化强、吴晓磊、
吴志龙、王  桃、唐  玮

15 118
苏申内港线暨吴淞江（省界-老白石路）整治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俞  红、朱晓晨、邢  健、刘  利、屈  斌、徐  嵬、赵子文、
张  引、徐  瑛、沈曦鹤

16 20
福州港三都澳港区漳湾作业区7号泊位工程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成才、程培军、唐  洲、黄黎辉、张  志、金宇正、马 俊、
乐嘉熠、张  超、崔逸萍

17 102 优化完善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研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黄  力、方森松、袁其军、朱鲁存、魏雪莲、孙  平、李  森、
丁武雄、任  强、贾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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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9
亚投行京津冀低碳能源转型与空气质量改善项目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与管理计划报告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合作单位：
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市燃气集

周  斌、王  楠、王  放、高清军、杨细根、徐  鑫、杨秀妍、
田明晶、刘中河、孔令广

19 1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立锋、沈建霞、谢  龙、邵  琪、戴  路、陈  翔、曹昌志、
程  星、李  攀、孙  洁

20 28
池州港牛头山港区中电建安徽长九公司矿石码头
一期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合作单位：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叶成华、吴红霞、汤益佳、厉泽逸、邱亚锋、王金磊、徐  亮、
尹政兴、杨丹汉、陈思思

21 15
泰州港靖江港区新港作业区江苏省煤炭物流靖江
基地项目二期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孟  羽、裘黎刚、徐  俊、蔡哲亮、夏昊凉、张雯燕、姜飞翔、
周  俊、刘  阳、郑  懿

22 9 京杭运河大清河航道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戈国庆、王  平、董思远、梁丰收、周  鹏、曾  诚、张  楠、
王栋甫、王  乔、吴凌波

23 44 来宾港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5年）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谭雅茵、谢  涛、陆宏健、王  晖、戴安娜、陈丹丹、罗佳佳、
左卫华、蒋乙平、黄  湘

24 95
连云港港赣榆港区6号液体散货泊位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  晔、武守元、廉立虎、孙建军、乔剑华、于  涛、孙景龙、
张  伟、张自强、卢明超

25 101 6#海上安全信息播发系统工程建设方案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合作单位：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

王福斋、易中立、赖  晶、周炳泉、王世伟、赵  星、王  旺、
牟学东、赵晋宇、房延军

26 106 渠江风洞子航运枢纽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达州市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院

郝  岭、谭先泽、吴礼国、徐  红、李  维、李  欢、虞  霏、
袁  伟、冯学刚、刘小亮

27 117
锦江（黄屋电站至锦江口）旅游特色航道方案研
究项目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吴  澎、于忠涛、董  霞、罗业辉、江  涛、李颖雪、郭延祥、
王勤振、韩莹莹、马慧卿

28 16
中远海运物流南通通海物流园项目（一期）可行
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朱冯源、卓嘉俊、陈其锋、李品薇、顾  晶、过晨佳、范太洋、
李  兵、华男男、秦  震

29 55
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
报告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明芳、田  林、应永良、金国强、陈晓峰、李浙江、周小斌、
程巍华、仲南艳



序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年度水运工程优秀咨询成果奖评选结果

30 35 安庆港宿松港区公用码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汪海生、刘淑伟、李夫仲、金  建、杨  铎、王志勇、郝  浩、
章金河、李文杰、张  伟

31 37 湖南省推动水路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研究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官志鑫、熊浩奇、田红伟、刘庆志、周杰源、刘学著、熊  智、
任启江、冯  博、舒  适

32 97
盘锦港荣兴港区10万吨级航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邢  军、王连成、张俊健、许健刚、邳青岭、李  擘、翟甲栋、
吴  蔚、王  斌、潘忆军

33 71 海南省沿海航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海东、黄  晨、游立新、吴立志、李向阳、程伟斌、肖  笋、
张  立、李世健、曾小辉

34 41
北海港铁山港西港区石头埠作业区23号泊位工程
项目申请报告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陆宏健、吴  信、卢  玲、李鸿忠、陈  浪、刘维骅、李春来、
王大伟、林礼清、蒋乙平

35 46
西江航运绣江玉林港容县港区自良作业区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蒋乙平、谢  涛、陆  峰、邹  智、朱卫国、麦建清、李科夫、
谭雅茵、刘维骅、林礼清

36 72
长江下游江心洲至乌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海东、肖  笋、游立新、吴立志、曾小辉、李世健、程伟斌、
罗  雄、安  琪、谢怡晅

37 84 澳门内港挡潮闸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 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袁  殷、黄丽芬、肖宝文、郭桂吟、周作胜、马  劲、梁锦垣、
吴玲华、朱益民、曾发钟

38 114 中铝几内亚Boffa港口物流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褚广强、王  琳、张  鹏、李  刚、刘 强、王争明、唐  颖、
李林青、王  浩、张志霞

39 119
国投曹妃甸煤炭码头绿色阳光智慧港口建设顶层
设计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燕太祥、褚广强、张伟红、万海霞、冀文峰、张  鹏、崔永鸿、
赵颖慧、陈  刚、马小江

40 56
金华港婺城港区罗洋作业区1~8#泊位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  亮、季大闰、沈  坚、刘洪杰、应永良、林  森、吴  喆、
张铭强、郭俊杰、张新润

41 57
嘉兴港独山港区液体散货作业区（A区）4号泊位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沈  坚、李  亮、季大闰、应志峰、应永良、徐海霞、刘洪义、
刘洪杰、林  森、王心慧

42 103
机动式200米饱和潜水系统建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合作单位：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张鹏翀、刘胜利、高学英、王世伟、乔春福、陆  晟、杜鹏飞、
盛  德、李  辉



序号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20年度水运工程优秀咨询成果奖评选结果

43 49
茂名港博贺新港区30万吨级航道工程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麦宇雄、谢华东、李华强、邵曦帆、许才广、汪  超、徐润刚、
陈金木、孙  铠、郭梦雅

44 122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岸基船舶供电系统（西港区
工程、四期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合作单位：
水科远大（北京）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顾  群、杨  瑞、张  伟、杨承志、刘庆国、尹丽君、季英业、
石浛锟、徐鲁宁、程为平

1 77
钱塘江中上游山区航道（金华段）挖入式港池布
置及水沙条件研究

重庆西科水运工程咨询中心
合作单位：
金华市港航管理局

张绪进、王云莉、王  峰、尤克诗、刘亚辉、刘  云

2 5
江苏港口集装箱铁水 水水联运及运输便利化综合
研究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仙美、翟剑峰、李  巍、吴  丹、崔  康、岳巧红

3 31
冠城大通游艇俱乐部（码头）工程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郑清松、李华桥、林伯福、黄泽宪、曾佑荣、黄  彬

4 51
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大洋钻探船）建设项目南
部码头及岩心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覃  杰、刘  堃、王红尧、许  晔、孙文哲、唐  云

5 64 矾石水道航道工程预可行性研究 中铁建港航局集团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车进胜、袁观栋、吴丙贵、董琴亮、王  会、刘  浩

6 111
大连国际粮油食品物流中心项目中转设施一期工
程（东4#泊位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黄  建、王广夫、董丽红、郝忠毅、许铭洋、张颖超

7 6 江苏内河航道交通量自动观测点布局规划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范东涛、任  强、肖惠兴、魏海磊、石德珊、陈  媛

8 75 富水富池至排市段航道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周俊波、龚国祥、瞿月平、欧阳飞、孙保虎、温国楠

9 82
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黄泽山作业区航道工程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曾建峰、张旭东、黄志扬、杨坚刚、孙  鹏、鲁官平

10 2 崇明岛公共货运码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上海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陈武争、徐  嵬、邢  健、马驷骥、张天阳、胡  婕

11 14
龙口南山LNG接收站一期工程码头工程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钱怡杰、张  焯、周  娜、崔逸萍、杨春平、黄向平

三等奖（4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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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2 亚龙湾西段人工补沙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四航局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严晨宇、王日旺、李冠星、于晓岩、匡  峰、李  莹

13 32
福州港平潭港区金井作业区 3#泊位技改工程可行
研究报告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寇  军、张炜煌、叶小虎、丁泽祥、黄泽宪、郑清松

14 53
福州港沙埕港区杨岐作业区25、26号泊位工程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何文钦、连石水、刘  堃、舒开连、汪  超、孙继斌

15 109 岳阳港危化品洗舱站工程可行性研究 中交武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齐同钦、卢  超、王  全、陈  星、刘重威、胡中威

16 52 广东省内河航道LNG加注站布局规划研究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广东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

郑  斌、郑健良、刘国良、郭秀娟、史焕杰、元晓鹏

17 42
梧州港藤县港区赤水圩作业区二期工程项目申请
报告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黄  宁、朱卫国、陆宏健、覃昌佩、卢  玲、王大伟

18 83
南通港通州湾港区小庙洪航道工程工程可行性研
究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志扬、贾雨少、陈海英、方  伟、曾建峰、张建锋

19 96
茂名港博贺新港区东区化工码头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  刚、高  杨、邓伟勇、许健刚、武守元、吴  波

20 104 远海深海搜寻救助能力建设规划研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杨立波、刘胜利、王世伟、乔春福、王福斋、赵晋宇

21 115 大连港太平湾港区总体规划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崔  柳、李  蕊、陈云飞、吴晓磊、丁文涛、辛  斌

22 19
福州港松下港区牛头湾作业区4号泊位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成才、程培军、周  跃、李大雪、黄黎辉、张  志

23 24 江苏省港口码头水污染防治方案研究
南京瑞迪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陈秀瑛、古  浩、任  强、胡智勇、薛  伟、刘晨飞

24 27
三峡通航船舶秭归旧州河锚地建设工程航道通航
条件影响评价报告

武汉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  群、刘  京、张卫星、刘  浩、张宝航、栾继杰

25 36
阜阳港临泉港区综合码头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  彬、王亚武、章金河、张海民、虞杨波、杨  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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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59 大运河航道整治利用工程专题研究报告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  冲、望  灿、徐朝辉、沈先荣、钱  宽、赵汛舟

27 91
唐山市曹妃甸龙岛西段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开发利
用示范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合作单位：
天津水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左志刚、赵海亮、李伟昊、李全喜、相如昕、崔广开

28 23
镇江市长江航道疏浚砂综合利用（试点）实施方
案

南京瑞迪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镇江市港发绿色资源有限公司

陈秀瑛、胡文辉、古  浩、张玉龙、孙  萍、薛  伟

29 40
三峡库区重要支流航道黛溪河航道整治利用工程
可行性研究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明祥、蒋江松、祖福兴、刘建国、黄秀权、马海峰

30 43
来宾港武宣港区桐岭四安林场作业区华润水泥专
用码头工程项目申请报告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苏  平、陆  峰、邹  智、蒋乙平、戴安娜、谢  璇

31 73
南京江北海港枢纽经济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炜正、张喜宝、张  淼、代雯强、张晶华、李婵平

32 79
重庆李家沱长江复线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研
究

重庆西科水运工程咨询中心 何进朝、母德伟、左  宁、李  峰、闻光华、林  江

33 85
佛山市富龙西江特大桥跨西江航道通航条件影响
评价报告

广东正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袁 殷、黄丽芬、肖宝文、周作胜、马  劲、司徒锦辉

34 30
台州市椒（灵）江建闸引水扩排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许高金、王旭航、余  岚、郭  聪、郑永明、高礼洪

35 120 白洋淀内源污染治理项目工可研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彭玉生、胡家顺、齐彦博、马德堂、张  鹏、董  敏

36 17
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中澳现代产业园项目配套码
头工程（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叶宇旻、蒋腊梅、王世军、潘瑞鹤、臧朝晖、信  书

37 65
广深高速公路沿线跨河桥梁通航情况现状调查和
分析

中铁建港航局集团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邓年生、林颖辉、徐灿波、王  会、吴鹏军、刘  浩

38 107 毗河3号橡胶坝改扩建工程船闸工程可行性研究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谭先泽、马育斌、吴礼国、周定科、冯学刚、徐  红

39 21
海南省洋浦港神头港区国投孚宝3万吨级油品化工
码头工程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冯  浩、沈  斌、于美玉、鲁燕萍、陈嘉驹、陆禹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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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5
马江港口产业园马江作业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
程项目申请报告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王  利、陆  峰、邹  智、朱卫国、覃昌佩、王大伟

41 78 澳门内港挡潮闸工程可研阶段船模通航试验研究 重庆西科水运工程咨询中心 吴  俊、李晓飚、周世良、张绪进、蔡新永、舒岳阶

42 38 涟水复航方案研究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  能、袁盛良、刘学著、胡越高、余雅雪、姚卓宏

43 29 盐田港东港区正角咀以东区域围填海可行性研究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合作单位：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王卫远、岳青华、邵  杰、叶成华、丁  聪、项怡之

44 8
秦滨国家高速公路埕口（鲁冀界）至沾化段项目
跨漳卫新河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耿  卓、范海文、陈乾阳、闫显亮、孟凡磊、戈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