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年度铁路优质工程奖公示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一等奖 （21项）

1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甘青段LXS-17标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林俊、潘  波、丁愿文、张随明、刘明
珍、何正学、赫贵斌、陈江夏、雒文卿、
陈  涛、马玉平、罗  磊、董  磊、雷前
明、杨斌武

2 宁波北站及货场搬迁工程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先辉、吴关明、王云江、沈寿松、巩金
锐、陈恒刚、盛片红、邸明军、张荣奎、
沈炳校、苗  森、陈  勋、叶翰松、朱俊
彦、潘先海

3
新建合肥至福州铁路安徽段HFZQ-3标铜
陵长江大桥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季跃华、刘幸福、周外男、龚辉忠、余本
俊、周启辉、刘爱林、王立忠、邱琼海、
卢海明、耿树成

4
新建武汉至黄冈城际铁路WGSG标黄冈公
铁两用长江大桥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杰文、潘东发、张红心、范万祥、李汉
江、袁  灿、邓永锋、张德致、张  露、
王  亮、别士勇、刘  忠、何清波、尹振
君、金永忠

5 宁波铁路枢纽新建北环线甬江特大桥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胜云、孙小猛、闫明赛、任世鹏、徐登
云、胡晓东、李世铭、周  波、赵  伟、
刘统一、白晓蕾、张  闯、陈志明、庞新
涛、陈接富

6
新建南京至安庆铁路NASZ-3标段江宁特
大桥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新福、刘庆华、周永明、郑春海、叶  
铁、
罗  弦、张  旭、王军强、马  腾、马  
磊、

7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平安至西宁段西
宁跨兰西高速公路特大桥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赵彦旭、范登乾、邓国荣、韩大栋、宣建
军、吴  松、孙江宁、刘  波、赵永辉、
周鹏展、
张国宁、刘建中、吴秀成、李东锋、王玉



8 哈齐客专松花江特大桥工程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爱国、谢红山、张国华、于加顺、张  
勇、
王新丰、李贵山、徐春鑫、李  军、张春
秋、

9
黄韩侯新建铁路工程II标段芝水沟特大
桥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爱国、谢红山、杨树民、窦  刚、张  
勇、
迟凤君、杨长青、宋来存、李  川、张永
贵、

10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芨芨槽子特大桥
新疆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朱建国、任辉明、张  华、黄开其、曾新
迪、刘东鲁、吴孟龙、郝建强、张国栋、
刘  斌、马尊民、高红亮、秦文礼、祝元
甲、陈  维

11
北京铁路枢纽北京站至北京西站地下直
径线工程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何  峰、许维青、兰红宾、姚  杰、李小
岗、翟志国、杨志永、古艳旗、黄昌富、
王  炜、唐振鑫、尚振波、张旭园、候  
睿、杨海滨

12 天津西站至天津站地下直径线工程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黄昌富、李振武、祁文睿、全雪勇、徐福
田、唐恩超、穆仕清、周明祥、钟荣华、
戴  兵、黄庆庭、张  娜、舒家彬、潘  
宇、马洪涛

13
成渝铁路客运专线CYSG-6标新中梁山隧
道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郝  军、葛  强、腾小军、戴  强、李临
燕、罗世国、黄选军、李绍峰、王毅远、
赵刚（大）、高金龙、刘庆金、丁晓军、
任勇攀、张岚峰、

14
新建铁路大同至西安客运专线马家庄隧
道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谭发刚、董瑞武、陶  利、周光军、陈宏
魁、胡  瑞、任  俊、郁光耀、彭  刚、
杨  笠、刘晓峰、肖启山、王  羽、张  
振、孙  奇

15
新建宝鸡至兰州铁路客运专线兰州西站
站房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吴长路、于建忠、蔡文刚、吴亚东、范大
鹏、胡攀高、杨二滨、张向宇、李雅军、
管宏超、张鹏飞、彭  宇、唐文博、何  
文、张云才



16 广深港客运专线深圳福田站及相关工程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亮、张  骎、董  志、薛宇开、王立
新、杜万强、王  宾、王东欣、李自锋、
陈伟社、茹念文、罗建伟、邬  岩、李亚
玲

17 合肥铁路枢纽南环线合肥南站工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  锋、王  伟、张光庆、李双来、孙大
朋、
王和平、朱雯清、李春安、韦增奉、冯登
登、

18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四电集成工程
LXSD2-XJ标段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进、邵嘉声、廖小平、刘玖林、缪海
波、张  磊、王明飞、唐  阳、唐  平、
李长俊、连  进、西  穷、郭  刚、杨晓
军、王  杰

19
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运专线四电系统
集成（通信、信号、信息）及相关工程
（浙江段、江西段、湖南段）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赵卫中、周洪军、高  建、梁海建、李瑞
敏、时  虎、刘  新、朱有鹏、刘伟中、
柴文全、蒋一翔、邢  毅、刘传华、李  
闯、张林荣

20 客运专线广州调度所运营调度系统工程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张振国、张朝波、付彦虎、李义福、院利
军、刘  东、姜维民、张建惠、申宝庆、
李文明、王善利、刘清波、翟文俊、郭  
亮、吕象征

21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甘青段通信信号
系统集成工程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徐国斌、张朝波、金广宏、李志文、高德
成、胡桂新、刘正维、朱玉宝、范桂升、
郭宝山、刘加发、程立华、李立学、张建
雨、付立民

二等奖 （27项）

1
新建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铁路锡林浩特
至芒罕屯段工程XWTZ－1 标段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亚军、王  伟、赵  凯、郑  梁、苏海
兵、张  昊、王  亮、宋  毅、许  毅、
赵凯杰、马  涛、乔俊光、杨  奎、徐志
刚、张晓辉

2 萧甬铁路绍兴东站及货场迁建工程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先军、徐开俊、吴  俊、计  炎、刘春
信、杨蛟龙、王  瑾、赖建昌、施新荣、
武金龙、邬佰强、陈  峰、周建华、王志
军、万  茜



3 哈尔滨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赵焕民、王  哲、郭延国、王智刚、史  
策、
杨  刚、杨金辉、张春彦、王玉玺、赵锐
麟、

4
沪昆客运专线（浙江段）HCZJ-5标金华
江特大桥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宇廷、曹  波、王灶华、夏  强、张小
伟、周明军、刘小光、宋  健、刘  勇、
谢建林、石  燕、曾俊龙、李红田、褚  
浩、龚  禹

5
改建铁路西安至安康增建二线田灞疏解
线豁口特大桥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罗率领、许洪流、罗晓东、马  伟、任国
权、张新庄、杨  瑞

6
新建郑州至焦作、郑州至开封城际铁路
工程HNCJS-NO.1标段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跃年、杨梦纯、刘晓阳、叶荣华、唐  
明、李慧州、徐  辉、张志杰、曹俊杰、
李秀根、柴占军、马利杰、吴  波、肖建
新、肖曦鹏

7
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运专线义乌东特
大桥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汪满健、陈华富、余胜勇、陈  伟、杨  
浩、
张  敏、林宝川、陈小辉、石毓秀、韩慧
鹏、

8
新建海南西环铁路XHZQ-5标板桥双线特
大桥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田文凯、曹  晶、李  稳、任左勤、张  
哲、郑  博、巩福春、刘小三、李  建、
赵安全、赵飞龙、朱世平、毕言玉、潘  
登、邓  蕃

9
新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汤阴东（不
含）至日照南（含）段工程上跨京沪铁
路特大桥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樊志高、尉兴丛、李建春、孙金章、朱  
发、陈培浩、陶富彬、代世登、刘爱君、
滕树元、王浪峰、范  宏、聂文杰、何均
成、揭瑞海

10 新建向塘至莆田铁路金溪特大桥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杨柳青、赵春生、徐纯治、刘  朋、贾云
鹏、张荣超、肖树超、喻赋超、杨立伟、
郑先月、崔宴宁、李晓波、王略创、梁  
宇、李许辉



11
新建铁路大同至西安客运专线站前施工
---10标段南姚村特大桥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  智、刘福春、贾忠东、解佳飞、曹树
强、刘丽萍、王  伟、张  伟、徐大岩、
鲁云辉、刘柏明、郑云雷、董宝云、安长
军、陈  凯

12
新建铁路兰州至重庆线兰州枢纽货车北
环线及兰州北编组站等工程LY-LZSN-1
标段杨家湾黄河特大桥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雷耀军、丁大有、刘庭联、刘文武、吕鹏
涛、田育虎、郭  瑞、王群英、程  彬、
高功林、冯振宁、杨金才、何永能、陈  
新、代建龙

13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LXSQZ-1标段曹
家堡湟水河特大桥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朱建军、邓国荣、宣建军、王  忠、王  
兵、
李文斌、马洪泉、曹文贤、李彦良、周生
祥、

14 新建南广铁路右线独屋特大桥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应权、张东杰、代东成、孙宁宁、贾东
升、张东清、阳克文、张继建、董星智、
宁春军、匡新蕾、陈心艺、贺天章、赵刚
（小）、何殿涛

15
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新疆段）
LXTJ9标红雁南路立交特大桥

新疆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朱建国、任辉明、张  华、吴孟龙、刘东
鲁、郝建强、黄开其、刘  斌、刘鲁江、
李文琪、任建军、冉  明、叶树科、马晓
光、张艳召

16
新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瓦塘至汤阴
（东）段站前工程ZNTJ-5标石楼隧道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友平、郭  明、孙晋锋、郭明亮、吉天
林、
张  勇、余家银、王小龙、曹志强、刘  
川、

17 新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ZNTJ-19标段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广建、高雷州、张海龙、贺建鹏、郑文
江、杨延永、沈继军、史  珂、高万虎、
唐成明、李晓军、周  路、沈登科、李  
攀、张鹏辉

18 新建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宗嘎一号隧道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尹建勋、黄  秦、王天亮、李建民、蒲荣
宇、祁  贤、马  威、张爱晖、黄炬银、
杜海涛、王永福、康志诚、李兴富、赵江
英、吴秀成



19 新建向塘至莆田铁路南昌西站站房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营、郑  明、吉明军、辛建军、夏克
平、雷志东、沈智涛、杨安平、徐华锋、
何锁岩、李  云

20 京福铁路客专闽赣段站房Ⅲ标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宝忠、何泽忠、孙  健、常士杰、戈树
波、唐清锋、王万胜、李俊海、张卫民、
钟家梦、陆  楠、郭剑锐

21
包西铁路通道包头至省界段鄂尔多斯站
站房工程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本党、唐英波、何德宏、郜晓冬、万  
毅、徐东刚、梁君升、毛  健、王明飞、
程志刚、张明太、车德军、吕  越

22
改建铁路南疆线轮台至库车等四段增建
第二线三电工程

中铁七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张金伟、王文献、徐劲松、刘胜民、李庆
锋、祁彦亭、王志文、孟  嘉、山  杰、
廖  龙

23
新建西安至宝鸡铁路客运专线四电系统
集成XBZH-1标段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董建林、付  波、徐光红、王凤柱、陈俊
明、赵建军、杨梅梅、王  位、白雄雄、
王云克、范鹏科、马治东、杨砾岩、幺慧
丽、贾俊成

24
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通信信号系统集成
及防灾安全监控工程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卢  涛、周  彪、李连伯、胡桂新、张振
国、李树合、高仓健、沈立欣、张  凯、
刘洪利、朱宝林、王利成、陈国明、王平
宽、张力刚

25
新建合肥至福州铁路闽赣段四电系统集
成工程及相关工程、信息系统工程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郭永泉、李宝华、张建惠、周  彪、程景
奇、孙加顺、李连伯、梁振希、崔海臣、
赵益斌、宋继宣、江  涛、李生海、邢建
宇、院利军

26
新建向塘至莆田铁路通信信号系统集成
工程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郭永泉、周  彪、李宝华、金广宏、朱玉
宝、崔长超、程景奇、刘正维、刘加发、
宋继宣、吴志华、越益斌、 杨大闯、董铁
岩、刘福明



27
新建铁路绵阳至成都至乐山客运专线通
信信号系统集成工程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兰庆锁、李长征、张亚生、潘振涛、单春
雨、王  毅、曹双强、刘忠海、李  毅、
陆文优、陈江勇、王明寨、陈佳宇、张  
稳、郭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