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聊城市建设工程质量技术协会 

 

聊建质协字〔2018〕4 号 

 

关于公布聊城市 2017 年度优良工程奖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质监站，有关单位：  

      根据《聊城市优良工程评选办法》的规定，聊城市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站委托聊城市建设工程质量技术协会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组成现场复核小组，对各建设责任主体单位 2017

年度评定的优良工程进行了复核。通过对各工程的基本建设

程序、施工技术资料、观感质量等进行检查，星光·中央丽

都 1#办公、公寓楼工程等 129 项单位工程通过聊城市优良工

程评审委员会复核，被评为聊城市 2017 年度优良工程，现

予以公布。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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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聊城市 2017 年度优良工程名单 

 

 

聊城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聊城市建设工程质量技术协会 

 

 

                                     2018年 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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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聊城市 2017 年度优良工程名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筑面积

(㎡) 

聊 城 市 直 

星光·中央丽都 1#办公、公寓楼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赵传辉项

目部 
28583 

星光·中央丽都 4#商业楼及北区地下车

库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赵传辉项

目部 
64699 

聊城市公路管理局材料供应处实验楼 
聊城市龙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刘

磊项目部 
3278 

聊城市东昌·御府—幼儿园 
聊城市华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郭玉霞

项目部 
1656 

新天地商业服务楼 
聊城市东昌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王岩红

项目部 
23495 

聊城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山东聊建集团聊城明新建筑有限公司

梁书波项目部 
5006 

东   阿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5#楼 
东阿县远通建安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孟庆强 
5473.985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4#楼 
东阿县曙光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

目经理：秦道东 
11834.01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6#楼 
东阿县曙光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

目经理：秦道东 
6268.982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8#楼 
东阿县曙光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

目经理：沈善利 
5473.985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1#楼 
山东永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栾根臣 
10643.54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4#楼 
山东永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栾根臣 
4633.74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7#楼 
山东永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栾根臣 
6279.559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9#楼 
东阿方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经理：王木英 
6102.27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10#楼 
东阿方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

经理：王木英 
63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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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筑面积

(㎡)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2#楼 
东阿县中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何磊 
10703.59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7#楼 
聊城市森信建安装饰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李保军 
3203.51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9#楼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李岩 
5603.9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10#楼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李岩 
5431.11 

东阿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光明大厦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贺庆岐 
32638.43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8#楼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房继军 
6459.04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2#楼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房继军 
12028.9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3#楼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葛庆良 
10429.64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5#楼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房继军 
9245.842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4-6#楼 
山东鸿基鼎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葛庆良 
9245.842 

东阿水岸丽景棚改小区 1-3#楼 
东阿县曙光建安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沈善利 
5795.58 

冠  县 

冠县世纪昌隆住宅小区 1#楼 
山东金世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朱

子奇项目部 
8142.97 

冠县世纪昌隆住宅小区 2#楼 
山东金世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郭

清皋项目部 
8142.97 

冠县新城名都 11#楼 
山东省冠县建筑安装总公司梁法辉项

目部 
10393.82 

冠县新城名都 10#楼 
冠县住宅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张振

奇项目部 
13892.5 

茌  平 

茌平县学府苑小区 1#楼 
茌平县茌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何兴飞

项目部 
9413.56 

茌平县学府苑小区 2#楼 
茌平县茌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曰强

项目部 
8991.7 

茌平县学府苑小区 3#楼 
茌平县茌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曰强

项目部 
8991.7 

茌平翰林中小学综合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曹居强项目部 
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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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筑面积

(㎡) 

茌平翰林中小学幼儿园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曹居强项目部 
6391 

茌平翰林中小学学生公寓 1#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曹居强项目部 
5180 

茌平翰林中小学学生公寓 2#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曹居强项目部 
5180 

茌平翰林中小学办公实验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杨亚元项目部 
16703.56 

茌平翰林中小学初中教学楼 B座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杨亚元项目部 
2005 

茌平翰林中小学小学教学楼 B座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杨亚元项目部 
5514.4 

茌平翰林中小学小学教学楼 A座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杨亚元项目部 
4725.6 

茌平翰林中小学初中教学楼 A座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杨亚元项目部 
5020 

茌平翰林学校专家楼 J栋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杨亚元项目部 
4300 

茌平县正泰·书香苑 10#住宅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孟凡林项目部 
4133.78 

茌平县正泰·书香苑 11#住宅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孟凡林项目部 
4391.45 

茌平县正泰·书香苑 12#住宅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孟凡林项目部 
4133.78 

茌平县正泰·书香苑 13#住宅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孟凡林项目部 
4338.36 

茌平县正泰·书香苑 14#住宅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孟凡林项目部 
3145.42 

茌平县正泰·书香苑 15#住宅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集团兴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孟凡林项目部 
4568.5 

茌平县丁庄庄园 13#住宅楼 
聊城正泰房地产开发集团兴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周忠良项目部 
8716.4 

临  清 

临清市人民医院医护型养老保键服务

中心老年大学、健身保健中心工程 

济南建工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王鑫项

目部 
27727.09 

临清市鑫城·翰林苑 A区 6#楼 
临清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初

富君项目部 
10132.77 

临清市鑫城·翰林苑 A区 7#楼 
聊城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褚岳中项目部 
11205.42 

鑫城·翰林苑 A区 5#楼 山东鸿伟置业有限公司薛守安项目部 13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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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筑面积

(㎡) 

临清市鑫城·翰林苑 A区 8#楼 
聊城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褚岳中项目部 
15411.7 

阳 谷 

鲁西南医院（一期）住院中心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徐学锋项

目部 
45463.92 

高 唐 

高唐县湖滨花园北区 1#住宅楼 
高唐县福马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马

英红项目部 
13201.63 

高唐县湖滨花园北区 2#住宅楼 
高唐县福马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马

英红项目部 
14348.68 

高唐县湖滨花园北区 3#住宅楼 
高唐县福马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马

英红项目部 
8313.96 

高唐县第一实验中学综合教学楼项目 
山东正泰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李文

全项目部 
16506.93 

高唐县姜店中学教学楼 
高唐县金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

军臣项目部 
5300 

高唐县第二实验小学回迁安置楼 
高唐县金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李

洪山项目部 
17136.39 

高唐县聚兴广场 13#住宅楼 
高唐县金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吕

坤项目部 
2060 

高唐县人和医养服务中心 
高唐县福马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粱

堃项目部 
3498 

莘 县 

莘县中医医院病房楼 
莘县信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王继业项

目部 
10443.06 

开 发 区 

星美城市广场办公 3#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黄涛项目

部 
22251 

星美城市广场公寓 1#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黄涛项目

部 
20595.1 

星美城市广场美凯龙副馆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黄涛项目

部 
80461 

高 新 区 

华建 1街区 6#商业办公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潘纪荣项目部 12902.39 

裕昌九州国际 1#楼 山东元辰建设有限公司毛健项目部 114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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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筑面积

(㎡) 

裕昌九州国际 2#楼 山东元辰建设有限公司毛健项目部 16536.4 

裕昌九州国际 5#楼 山东元辰建设有限公司毛健项目部 11403.96 

裕昌九州国际 6#楼 山东元辰建设有限公司毛健项目部 13177.6 

裕昌九州国际 3#楼 聊城九洲建设有限公司李涛项目部 13308.3 

裕昌九州国际 4#楼 聊城九洲建设有限公司李涛项目部 13445.98 

裕昌九州国际 7#楼 聊城九洲建设有限公司李涛项目部 13177.6 

裕昌九州国际 8#楼 聊城九洲建设有限公司李涛项目部 16536.4 

金柱大学城东苑 15#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陈庆军项目部 12829.9 

金柱大学城东苑 18#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陈庆军项目部 18523.2 

金柱大学城东苑 19#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陈庆军项目部 6985.8 

金柱大学城东苑 20#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陈庆军项目部 13071.5 

金柱大学城东苑 21#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陈庆军项目部 19486.2 

金柱大学城东苑 13#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宋延伟项目部 6713.8 

金柱大学城东苑 17#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宋延伟项目部 12887.2 

金柱大学城东苑 22#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宋延伟项目部 19486.2 

金柱大学城东苑 23#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宋延伟项目部 12283.8 

金柱大学城东苑 7#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赵兴超项目部 12283 

金柱大学城东苑 12#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赵兴超项目部 6479.9 

金柱大学城东苑 11#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赵兴超项目部 20684.9 

金柱大学城东苑 10#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赵兴超项目部 12825 

金柱大学城东苑 2#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于荣昌项目部 12961.8 

金柱大学城东苑 3#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于荣昌项目部 1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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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筑面积

(㎡) 

金柱大学城东苑 4#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于荣昌项目部 13205 

金柱大学城东苑 5#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苏恩敬项目部 14101.7 

金柱大学城东苑 6#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苏恩敬项目部 6476.2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羟丙

基纤维素车间 

山东聊城市邦成建设有限公司李文婷

项目部 
4371.68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微晶

纤维素车间 

山东聊城市邦成建设有限公司李文婷

项目部 
5835.07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硬脂

酸镁车间 

山东聊城市邦成建设有限公司李文婷

项目部 
4832.18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羧甲

淀粉钠车间 

山东聊城市邦成建设有限公司李文婷

项目部 
4313.4 

聊城市实验幼儿园教学楼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马景福项

目部 
18989.91 

聊城市纪委办案基地办案中心 1#楼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张红梅项

目部 
4933.35 

聊城市纪委办案基地办案中心 2#楼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张红梅项

目部 
2367.45 

旅 游 度 假 区 

金柱·润景苑西区 24#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李杰项目部 16240 

金柱·润景苑西区 28#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李杰项目部 9380 

金柱·润景苑西区 19#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李杰项目部 15577 

金柱·润景苑西区 20#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李杰项目部 15260 

金柱·润景苑西区 21#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李杰项目部 15260 

润景苑（东区）1#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9037.3 

润景苑（东区）2#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3536.8 

润景苑（东区）3#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3415 

润景苑（东区）6#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2892 

润景苑（东区）7#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8195 

润景苑（东区）8#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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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筑面积

(㎡) 

润景苑（东区）9#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2892 

润景苑（东区）10#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2892 

润景苑（东区）11#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3231 

润景苑（东区）12#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2892 

金柱·润景苑西区 23#住宅楼（保障房）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马登坤项目部 9925 

润景苑（东区）14#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0813 

润景苑（东区）15#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3231 

润景苑（东区）16#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2892 

润景苑（东区）17#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3659 

润景苑（东区）18#商住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4089.8 

润景苑（东区）物业服务中心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643 

金柱·润景苑西区 22#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1265 

金柱·润景苑西区 26#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3448 

金柱·润景苑西区 27#住宅楼（保障房）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马登坤项目部 9925 

金柱·润景苑西区 30#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3448 

金柱·润景苑西区 31#住宅楼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黄玉忠项目部 14255 

东 昌 府 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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