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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质安〔2020〕97 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命名 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工地 

（场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有关企业： 

    按照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

市文明施工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沪建委〔2017〕115

号）要求，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工地（场站）创建活动在市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有关参建单位积极

参与，经各专业管理部门、各区管理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组织

专家对参评项目进行多轮考核检查，并经社会公示，现决定对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BSP0-0104单元 0411-02地块动迁安置基地 001”等 549个工地，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构件厂”等 51 个后方场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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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命名为“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工地”、“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

场站”。 

    请全市各建设工程参建单位以获奖单位为榜样，积极参与

创建活动，对标先进水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现场管理，进

一步提高文明施工水平，努力营造和谐、文明的施工环境，为

上海建成卓越全球城市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工地（场站）名单 

 

 

 

二○二○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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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工地名单 

房屋建筑专业 

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BSP0-0104 单元

0411-02 地块动迁安置基地 001 
宝山 

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桥新城文体 MALL 项目 001 奉贤 

3.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南桥基地大型居住社区 12-17A-02A

地块项目 001 
奉贤 

4.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奉贤院区

001 
奉贤 

5.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科技绿洲南桥园区二期 001 奉贤 

6.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静安区天目社区 C070102单元 46-02街坊及

44-01、46-01 街坊公共绿地地下空间开发地

块 001 

静安 

7.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闵行区七宝生态商务区 18-01A、18-01B 商

办项目 
闵行 

8.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暨上海市闵行区复

旦医教研协同发展研究院）新建科研楼 001 
闵行 

9.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 10-01 地块（办公及住宅）项目 浦东 

10.  *上海龙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沟居住小区 C-5 地块商业办公项目 001 浦东 

11.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川沙中学迁建项目工程 001 浦东 

1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新建工程 001 浦东 

1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源深路 1111 号研发楼项目 浦东 

1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南公交停车保养场新建工程 001 浦东 

15.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 16-02 地块项目 001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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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智富名品城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 001 普陀 

17.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图书馆东馆 001 市安质监总站 

1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 001 市安质监总站 

19.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理工大学南校区新建一期工程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0.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理工大学南校区新建一期工程 002 市安质监总站 

21.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2.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联业务运营中心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实验楼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4.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内江路小学迁建工程 001 杨浦 

25.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宝山区宝山工业园区（BSPO-1801 单元）

108-04 地块 001 
宝山 

26.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宝山区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0218-02地块

租赁房项目 001 
宝山 

27.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新业坊城工科技绿洲项目 001 宝山 

28.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罗店新镇 C3-2 地块美兰湖九年一贯制学校

新建工程 001 
宝山 

2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BSP0-0104 单元

0402-03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001 
宝山 

3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顾村 A 单元 10-03、10-05地块 001 宝山 

31.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杨行中心社区 02-04、05-03 地块新建商品

房项目 001 
宝山 

32.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罗店新镇 BSPO-2202单元 H-02 地块

商品住宅项目 001 
宝山 

3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军工路地块开发建设项目 002 宝山 

3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军工路地块开发建设项目 002 宝山 

3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临江商业商务中心 002 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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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3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BSPO-0104 单元

0420-05 地块共有产权保障房项目 001 
宝山 

37.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BSPO-0104 单元 0401-04

地块市属经适用房项目 001 
宝山 

3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养老崇明项目 崇明 

39.  上海海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城桥镇 44 号地块动迁安置房 001 崇明 

40.  
上海金安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LLS 建设项目 001 崇明 

41.  上海海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区广电中心新建工程 001 崇明 

42.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南桥基地大型居住社区 12-23A-04A

地块 001 
奉贤 

43.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南桥新城 14 单元 09A-02A 区域地块

项目 001 
奉贤 

44.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奉贤区南桥基地大型居住社区 15-19A-05A

地块项目 001 
奉贤 

45.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临港奉贤一期 A 项目(A0203 地块）

004 
奉贤 

4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科技绿洲南桥园区三期 001 奉贤 

47.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奉贤区大型居住社区 14-10A-04A 地块 001 奉贤 

48.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西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1 奉贤 

49.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南桥新城 15 单元 06A-03A、10A-03A

区域地块项目 001 
奉贤 

50.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南桥新城 18 单元 02-10 地块（暂定名）项

目 001 
奉贤 

51.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奉贤园区综合服务中心 001 奉贤 

52.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金汇镇区 21-02、22-01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

目 001 
奉贤 

5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篮桥街道HK324-01地块综合开发项目001 虹口 

5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虹口区提篮桥街道 HK322-01 号地块综合开

发项目 001 
虹口 

55.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虹口区 120，121 号街坊旧区改造项目 004 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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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56.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瑞虹新城项目发展 021 虹口 

57.  瑞安建筑有限公司 瑞虹新城项目发展 023 虹口 

58.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黄浦区（原卢湾区）第 118街坊地块商品住

宅项目 001 
黄浦 

59.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傅家街 65 号装修工程（局部加固）项目 001 黄浦 

60.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复地雅园商品住宅项目 006 黄浦 

6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小东门街道 616,735街坊商住办项目新建项

目 311B－01（J 地块）T2 塔楼 
黄浦 

62.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淮海中路街道 45街坊 17/2宗地块商业办公

用房项目桩基 
黄浦 

63.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手动变速器联合厂房扩建（二）001 嘉定 

64.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亭新镇一期 13B-01A 地块商品住宅项目

001 
嘉定 

65.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同济小镇 09A-09A地块小学新建工程

001 
嘉定 

6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新城 E17-1 地块新建租赁住房项目 001 嘉定 

67.  上海培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渡大居 18A-02 地块 001 嘉定 

68.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嘉定云翔拓展基地 29A-02A地块保障房项目

001 
嘉定 

69.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徐行镇 13-05、13-07 地块新建动迁安置房

项目 001 
嘉定 

70.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南翔陈翔路站综合体项目 003 嘉定 

71.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云翔拓展基地 19A-05A共有产权房项

目 001 
嘉定 

72.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航上海虹桥基地项目工地 嘉定 

73.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轨交 14 号线动迁安置房（江桥镇北社

区 G1A-04 地块）项目 001 
嘉定 

74.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金山区枫泾镇 04-05和 04-07号商品房地块

项目 001 
金山 

7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枫泾镇 H3H4 地块商品房项目 004 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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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76.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金山工业区 JSS3-0402 单元 06-04 地块（二

期）新建项目 001 
金山 

77.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未来（暂定名）商品房项目 001 金山 

78.  东奉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枫泾智能制造园一期项目 001 金山 

79.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金山区张堰镇 JSS6-0101单元 21-11地块动

迁安置房项目 001 
金山 

80.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

22-01 地块租赁住房项目 001 
静安 

81.  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中兴社区 N070202 单元 332-01-A 地块、

333-01-A 地块新建商品房项目 
静安 

82.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综合楼 001 静安 

8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火车站北广场 D 地块项目（暂名） 静安 

84.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博华广场装修项目 001 静安 

85.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天目西路街道 130 街坊 13丘城市更新项目

（闸北广场合并重建城市更新项目） 
静安 

86.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

15-02 地块租赁住房及配套幼儿园项目 001 
静安 

87.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火车站北广场 C1 地块商办项目（暂名） 静安 

88.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 N070501单元

10-03 地块住办商品房项目 
静安 

8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大悦城二期北地块商办项目 静安 

90.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 C0601 地块仓储物流项目 001 临港 

91.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科技创新城 A0601 地块项目 001 临港 

92.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重装备产业区 C09-03地块标准厂房项

目 001 
临港 

93.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B0101 地块

003 
临港 

9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综合区先进制造园C03-04地块项目001 临港 

95.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临港新城主城区 WSW-C2-04、WSW-C2-05 地

块普通商品房项目 003 
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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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9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综合区 04PD-0107单元 C07-02地块 001 临港 

9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临港南汇新城 NHC101 社区 01 单元

19-02,20-01,22-02 地块新建项目 001 
临港 

98.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产业区“先租后售”园区公共租赁住房

三期项目 001 
临港 

99.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万祥社区三期动迁安置房 

项目（暂名）005 
临港 

100.  上海龙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港重装备产业区 K01-03-A 地块标准厂房

项目 001 
临港 

101.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芦潮港社区五期动迁住宅（B0303 地块）安

置项目 001 
临港 

102.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

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省工程勘察院 

特色工艺生产线建设项目 001 临港 

103.  上海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临港泥城 DF02-C-1(北)工业地块项目 001 临港 

104.  上海中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闵行区华漕镇华漕社区 MHPO-1402单元

06-03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001 
闵行 

105.  上海中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闵行华漕镇华漕社区 MHPO-1402 单元

05-06 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 
闵行 

106.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七宝社区 MHPO-0105 单元（九星地区）

10-04 地块动迁安置房新建项目 001 
闵行 

107.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莘庄商务区地块商务大楼 001 闵行 

108.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闵行区老年护理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闵行分院东院）新建工程 
闵行 

109.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泰和诚肿瘤医院新建项目 闵行 

11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七宝镇 373 号西地块项目 001 闵行 

111.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闵行区沿江居住区九年制学校新建工程 001 闵行 

112.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闵行区闵行新城 MHPO-0103单元七宝生态商

务区 19-01 地块 001 
闵行 

113.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东苑虹桥 46 号 B 地块商品住宅 闵行 

114.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漕河泾科技绿洲四期工业厂房及辅助用房

项目 
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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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15.  江苏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闵行区马桥旗忠基地 31A-01A 地块  闵行 

11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七宝商务区 19-02 地块(19A-01A 东地块）七

宝传媒谷项目 
闵行 

11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莘庄镇 222 号地块（莘庄地铁站上盖综

合开发项目）一期工程、二期工程、三期工

程、四期工程、五期工程、大平台工程 6 

闵行 

11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实训车间和部件生产仓储项目 001 闵行 

119.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上海虹桥金鹰花园商品房及配套公建

（虹桥镇 61 号地块）003 
闵行 

12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新建教

学综合楼和学生宿舍楼 001 
闵行 

121.  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漕河泾科技绿洲六期工业厂房及辅助用房

项目 002 
闵行 

12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均胜百瑞自动驾驶研发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项目 001 
闵行 

123.  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闵行区七宝生态商务区 17-04地块商办项目

001 
闵行 

124.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

司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民防工程 闵行 

12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虹桥商务区G1MH-0001单元III-T01-A02-02

地块租赁住房项目 001 
闵行 

126.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江镇万达广场 001 闵行 

127.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及群艺馆 001 浦东 

128.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产业配套区 004 浦东 

129.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及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 001 
浦东 

13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乐大型居住社区 K05-01

地块 001 
浦东 

131.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美术馆（暂定名）项目 浦东 

13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时代广场商业裙楼装修工程 001 浦东 

133.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航头拓展基地 13-04 地块福利院新建工程

001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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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34.  
上海市东新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川沙新镇六灶 16-01 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浦东 

13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前滩 49-01 地块 浦东 

136.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由度工坊 III 期(31-02 号地块）新建项目

001 
浦东 

13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曹路区级征收安置房 14-02地块项

目 001 
浦东 

138.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浦东新区周浦镇西社区 PDPO-1001单元南块

07-01 地块项目 
浦东 

139.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富城市花园四期 浦东 

140.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祝桥镇核心区 G-10 地块商品住宅项目 003 浦东 

14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民乐大型居住社区

D09-01 地块经济适用房 001 
浦东 

142.  上海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保障性住房三林基地 A4-6 地块高级

中学新建项目 001 
浦东 

143.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浦东新区曹路区级征收安置房 11-01地块项

目 001 
浦东 

144.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江科学会堂项目 001 浦东 

145.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滩 23-01 地块项目 001 浦东 

14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前滩信德文化中心 001 浦东 

147.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 E8 单元 E17-4 地块商

业办公项目 
浦东 

148.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16 号线周浦东站 10-01 地块租赁

房 001 
浦东 

149.  金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 5-3 地块（二期）仓库

项目 001 
浦东 

150.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财富中心新建项目（暂用名） 浦东 

151.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惠南新市镇 25号单元（宣桥）05-02

地块 001 
浦东 

15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园（四期）研发中心

项目 001 
浦东 

15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基地倒班宿舍楼建设项目 001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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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54.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林滨江南片地区（东片区）11-01 地块 001 浦东 

155.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周浦镇 08 单元 03-09 地块（繁荣安居北块）

配套商品房 001 
浦东 

156.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曹路阳光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工程 001 浦东 

157.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黄浦江沿岸 E8E10单元 E23-4/E24-1地块工

程 001 
浦东 

158.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川沙新镇六灶社区 06-03 地块配套初中 001 浦东 

15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场综合医疗卫生中心 001 浦东 

160.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祝桥镇核心区 G-10 地块商品住宅项目（二

期） 
浦东 

161.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7-02 地块项目 001 浦东 

162.  
上海住陆建筑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外高桥新市镇 G03-06 地块动迁安置房 浦东 

16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乐大型居住社区 D10-01

地块经济适用房 001 
浦东 

164.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长风 10 号南地块项目 001 普陀 

165.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大场社区 W121501单元 600坊地块动迁安置

房项目 001 
普陀 

16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锦绣里地块商品住宅项目 001 普陀 

167.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

工程 001 
普陀 

168.  
上海北盛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

司 
万里街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新建工程 001 普陀 

16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桃浦科技智慧城 605 地块商办项目 001 普陀 

170.  江苏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普陀区真如副中心 A3 地块(1、2、3、8、11、

12 号楼±00 以上） 
普陀 

17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长风地区 1 号地块 018 普陀 

172.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普陀区石泉社区 W060401单元 A06-04地块、

A07A-04 地块、A11A-01 地块 001 
普陀 

173.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长风 8 号西商品房项目（暂定名）001 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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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74.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普陀区石泉社区 W060401单元 A06-04地块、

A07A-04 地块、A11A-01 地块 001 
普陀 

17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五浦汇 D 地块动迁房 青浦 

176.  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 漕河泾开发区赵巷园区一期项目 青浦 

177.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机场集团青浦旅客过夜用房项目 青浦 

178.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徐南路 07-02B 地块商办项目 002 青浦 

179.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漕河泾开发区赵巷园区一期项目 002 青浦 

180.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徐南路 07-02C 地块商办项目 002 青浦 

18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朱家角 E 地块项目 1-1（除桩基） 青浦 

182.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朱家角 E 地块项目 003 青浦 

183.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华新镇蒋家巷路东侧 44-02地块建造商品房

001 
青浦 

184.  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区徐泾北大型社区崧泽大道北侧 33-01

地块 001 
青浦 

185.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 E-04-23地块商办及其配

套用房（暂定名）项目 001 
青浦 

186.  上海泾东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区徐泾北大型社区崧泽大道北侧 33-01

地块 001 
青浦 

187.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华新镇蒋家巷录西侧 26-01地块建造商品房

项目 001 
青浦 

188.  江苏金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云轮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研发总

部基地项目 
青浦 

18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移动智地（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008 青浦 

19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浦区徐泾镇蟠中路南侧 23-02、24-02、

27-03、28-02 地块商住、商办项目（暂定名）

008 

青浦 

19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移动智地（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009 青浦 

19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区盈浦街道观云路南侧 24-01 地块 001 青浦 

19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青浦区徐泾镇蟠龙路西侧 13-02地块商办项

目 
青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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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花木行政文化中心十号地块商办项目

001 

市市安质监总

站 

195.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建设改造工程 001 
市市安质监总

站 

19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世博会地区城市最佳实践区 E08-01A地块项

目 001 

市市安质监总

站 

197.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新建嘉定校区工程教育及科创中

心 001 

市市安质监总

站 

198.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建设改造工程 002 
市市安质监总

站 

199.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 LNG 储罐扩建工程项目 002 
市市安质监总

站 

200.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天然气主干管网崇明岛-长兴岛-浦

东新区五号沟 LNG 站管道工程 002 

市市安质监总

站 

201.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扩建工程 001 
市市安质监总

站 

20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A03C-02 地块新建办公楼 001 
市市安质监总

站 

203.  上海中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松江南站大型居住社区 C19-26-05地块新建

项目 
松江 

204.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项目（启迪三期）001 松江 

205.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大得同置业有限公司泗泾老镇改造项

目 E1 地块、E2 地块 003 
松江 

20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广富林街道新城主城 B 单元 B06-03

号地块商业项目 001 
松江 

207.  上海龙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九亭镇漕河泾开发区 SJT00201 单元

11-04A 号地块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 001 
松江 

208.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项目 001 松江 

209.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生产及辅助用房项目 001 松江 

210.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市第四社会福利院新建项目 001 松江 

211.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商品住宅、商业、商办用房项目 006 松江 

21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美施化工（上海）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001 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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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上海中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松江南站大型居住社区 C19-27-01地块新建

项目 
松江 

214.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南站大型居住社区 C19-38-04号地块经

济适用房项目 001 
松江 

215.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新建松江区泗泾镇 JSB0003单元 10-05号地

块商品住宅项目 001 
松江 

21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田林社区 175a、175c 街坊商品住宅项目工

地 
徐汇 

21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上海滨江项目（暂名）001 徐汇 

218.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WS5 单元 188S-J-2 地块商办楼项目 001 徐汇 

219.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徐汇滨江 188N-L-2 地块、188N-K-2 地块、

188N-M-1 地块、188N-O-1地块商办楼项目

(暂名)002 

徐汇 

220.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洋数码二期拆落地重建工程 001 徐汇 

22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汇区黄浦江南延伸段 WS5 单元 188S-C-4、

188S-D-1 地块 001 
徐汇 

22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徐汇滨江 188S-G-1 地块新建项目 001 徐汇 

22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世界路地块项目新建项目 杨浦 

224.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平凉社区 02B1-06 地块新建项目 杨浦 

225.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 58,62 号地块商品房项目（1 号办公

楼） 
杨浦 

226.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新江湾城 F 区 F1-C 地块商办项目 001 杨浦 

227.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明珠凯旋路数字电视发射研发中心项

目 001 
长宁 

228.  上海建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消防局浦东保税区备勤楼项目 001 自贸 

229.  上海龙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吉祥航空服务产业国际中心 001 自贸区 

230.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品牌现代仓储基地项目 001 自贸区 

231.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森兰外高桥 A2-3 建设项目 002 自贸区 

232.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普洛斯外高桥物流园一期项目 001 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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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森兰星河湾新建项目 001 自贸区 

234.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新发展 H10 地块新建项目 001 自贸区 

235.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洋山贸易便利化集成营运基地 001 自贸区 

236.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世博村 J 地块商务办公楼项目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37.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新建教研

综合楼工程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38.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天然气主干管网崇明岛-长兴岛-浦

东新区五号沟 LNG 站管道工程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39.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LLS 建设项目 002 市安质监总站 

240.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世博会地区 A13A-01地块新建营业办公楼项

目 001 
市安质监总站 

24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 
老港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 001 市安质监总站 

 

序号 1-24 带*的表示“市级文明示范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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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专业 

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进博会核心区道路绿化景观提升 青浦 

2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辰山植物园绿化种植土壤修复二期工程 松江 

3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临港新城一环带街坊申港大道节点活力街区 浦东 

4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世博文化公园启动区绿化工程 浦东 

5 上海申迪园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二环城市公园（B1-B3）改建工程改建项目（南三

岛标段工程） 
浦东 

6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浜楔形绿地工程（三期）1 标段 浦东 

7 上海为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生态专项高东镇张家宅段建设工程 浦东 

8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港西乡村公园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项目（一

期） 
崇明 

9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马桥体育公园（原马桥森林体育公园）三期项目 闵行 

10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虹口区广粤路绿化特色街区景观提升项目 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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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海洋专业 

序号 施工单位 工程及标段名称 

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二期工程 

2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苏州河（真北路-蕰藻浜）堤防达标改造工程 1 标 

3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泾河南延伸整治工程 1 标 

4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泰和污水处理厂工程 TH1.2 标 

5  上海市政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长桥水厂 140 万/m³深度处理一阶段工程 

6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河段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统工程试验段SS1.1

标 

7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河段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统工程试验段SS1.2

标 (云岭西综合设施) 

8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河（真北路-蕰藻浜）堤防达标改造工程 2 标 

9  中交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航塘港南延伸整治工程 1 标 

10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二期工程 

11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月浦水厂 40万 m3/d 深度处理改造工程 

12  上海南汇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南汇北水厂一期工程 

13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竹园片区污泥处理处置扩建工程 

14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泰和污水处理厂项目 TH1.3 标 

15  上海水基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黄浦江上游干流段右岸堤防专项维修工

程 

16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东运河启动区北段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17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BLG-C7 标（南部

地块深度处理混凝沉淀区土建工程） 

18  上海浦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黄浦江上游干流段左岸堤防专项维修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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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程及标段名称 

19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崇明东旺沙水闸内引河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20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团旺河（东旺湖段）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21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BLG-C5 标 

22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省市边界水文水质监测站网工程中洪水文站、盐铁

塘水文站、兴塔水文站、枫泾工业区水文站、枫泾

水文站、廊下水文站 

23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行南雨水泵站新建工程 

24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泗塘污水处理厂外接工程 

25  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崇明环岛运河（上实农机站段）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26  上海河道建设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拦路港右岸堤防专项维修工程 

27  成都市信高工业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虹桥污水处理厂工程 HQ2.1 标（机电设备供货、安

装、调试集成 ） 

28  上海申鼎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口北支跃进水闸段保滩工程 

29  上海江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崇明岛南沿海塘达标完善工程 

30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崇明城桥污水处理厂一期扩容工程 

31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虹桥污水处理厂工程 HQ1.2 标（厂外东线顶管工

程） 

32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滨海综合会展中心等围填海项目 

33  上海宝山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崇明东滩启动区市政配套横一河东段河道整治工

程 

3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产业区重大项目配套给水管线工程（一标

段） 

35  上海奉贤贤润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奉贤区南排污水总管及附属设施修复工程 

36  上海市静安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虬江路（共和新路-宝通路）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37  上海徐汇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梅陇港周边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工程 

38  上海卢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路（马当路-顺昌路）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39  上海市静安区市政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江宁路（规划新丰路-康定路）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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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程及标段名称 

40  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青浦区大莲湖泵闸、金泽塘南泵站工程 

41  上海汀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新城区、山阳镇重点区域河道整治工程 

42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环城水系治理工程二期标 2 标工程 

43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奉贤区金汇镇（新强村、光辉村、梅园村）2018

年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区配套河道整治工程 

44  上海申鼎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松江区泗泾塘河道整治（一期）工程 

45  上海申鼎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八河和沈沙港等七条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工

程（五期） 

46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奉贤区海湾镇奉青港等河道整治工程 

47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嘉定区走马塘水质达标综合整治工程 

48  江苏水工建设有限公司 宝山区练祁河（塘西街-潘泾）河道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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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专业 

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1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武宁路快速化改建工程 2 标 普陀区 

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S7 公路(S20-主线收费站)新建工程 1 标 宝山区 

3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7 公路(S20-主线收费站)新建工程 2 标 
宝山区 

嘉定区 

4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S7 公路(S20-主线收费站)新建工程 3 标 
宝山区 

嘉定区 

5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S7 公路(S20-主线收费站)新建工程 4 标 嘉定区 

6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S7 公路（主线收费站-月罗公路）新建工程 1 标 
嘉定区 

宝山区 

7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S7 公路（主线收费站-月罗公路）新建工程 3 标 宝山区 

8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S7 公路（S20—月罗公路）新建工程路面等附属工程 
宝山区 

嘉定区 

9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S7 公路（S20-主线收费站）新建工程地面道路 
宝山区 

嘉定区 

1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228 公路（老龙泉港-鳗鲤泾）新建工程 JSI-1 标 金山区 

1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G228 公路（老龙泉港-鳗鲤泾）新建工程 JSI-2 标 金山区 

12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G228 公路（老龙泉港-鳗鲤泾）新建工程 JSI-3 标 金山区 

1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廊公路（松江界-亭枫公路）新建工程 金山区 

14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辰塔公路（叶新公路-金山区界）新建工程 松江区 

15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岛陈海公路大修工程 1 标 崇明区 

16 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岛陈海公路大修工程 2 标 崇明区 

17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G228 公路（鳗鲤泾-海湾路以东）新建工程 1 标 奉贤区 

18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G228 公路（鳗鲤泾-海湾路以东）新建工程 2 标 奉贤区 

19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G228 公路（鳗鲤泾-海湾路以东）新建工程 FXI-3 标 奉贤区 

20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G320 公路（金山大桥-金山松江区界）改建工程 1 标 金山区 

21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G320 公路（金山大桥-金山松江区界）改建工程 2 标 金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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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22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G320 公路（金山大桥-金山松江区界）改建工程 3 标 金山区 

23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G320 公路（金山大桥-金山松江区界）改建工程 4 标 金山区 

2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浦西牡丹江路-浦东外环线）新建

工程 I 标 
宝山区 

25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浦西牡丹江路-浦东外环线）新建

工程 II 标 
浦东新区 

26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浦西牡丹江路-浦东外环线）新建

工程 III 标 
宝山区 

27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浦西牡丹江路-浦东外环线）新建

工程 IV 标 
宝山区 

28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浦西牡丹江路-浦东外环线）新建

工程 V 标 

宝山区 

浦东新区 

29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北翟路（外环线-中环线）新建工程 1 标 长宁区 

3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翟路（外环线-中环线）新建工程 2 标 长宁区 

3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有

限公司 

北翟路（外环线-中环线）新建工程 3 标 长宁区 

32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松浦大桥大修工程 松江区 

33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G60 公路松江段文翔路立交新建工程 松江区 

3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S19 高速公路大修工程（I 期） 金山区 

35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S36 高速公路大修工程（I 期） 金山区 

36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昆阳路越江及配套道路工程 
闵行区 

奉贤区 

3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水电建筑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 

崇明环岛景观道一期（八一路-西门路西侧）工程 崇明区 

38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大道（淡云路-新梅路）新建工程 崇明区 

39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大道（新梅路-新申路）新建工程 崇明区 

40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大道（陈滧公路-北陈公路）新建工程 崇明区 

4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沿公路（合作公路-前竖公路）改建工程 1 标 崇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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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42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公路（北沿公路-团城公路）改扩建工程 2 标 崇明区 

43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大道（新申公路-堡江公路）新建工程 崇明区 

44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崇明环岛景观道一期工程（公路段） 崇明区 

45 上海崇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北沿公路（合作公路-前竖公路）改建工程 3 标 崇明区 

4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大道（堡江公路-向化公路）新建工程 崇明区 

47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崇明生态大道（向化公路-陈滧公路）新建工程 崇明区 

48 上海金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沙明珠湖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 崇明区 

4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工程（闵行浦江段）3 标 闵行区 

50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工程（航头新场段）5 标 浦东新区 

51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工程（宣桥段）5 标 浦东新区 

52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赵家沟东段航道整治（桥梁部分）工程 浦东新区 

53 上海交通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赵家沟东段航道整治（航道部分）工程 浦东新区 

54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平申线航道（上海段）整治亭枫公路桥 金山区 

55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申线航道（上海段）整治工程（叶新公路泖港大桥） 松江区 

56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大治河西枢纽新建二线船闸工程 闵行区 

57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邮轮总装建造 2#船坞改造

项目 
浦东新区 

58 中交三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清运河（大治河-老港生活垃圾填埋场）航道整治及改

造工程 
浦东新区 

59 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 特种船舶研制保障条件建设项目港池工程 崇明区 

60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三航奔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工程 宝山区 

61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孚宝港务有限公司码头扩建工程二阶段项目

（1030 米主引桥以及配套公共管廊） 
金山区 

62 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外高桥港区六期工程零号多层停车库工程 浦东新区 

6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湖申线航道（上海段）整治工程（桥梁部分） 青浦区 

6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9 号线 3 期 2 标东延伸段碧云路站（14 号线车站） 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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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单位 工地及标段名称 区域 

65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10 号线二期装饰 2 标 浦东新区 

66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号线二期装饰 3 标 浦东新区 

67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10 号线二期轨道标 浦东新区 

68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 标 嘉定区 

69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

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2 标 嘉定区 

70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3 标 嘉定区 

71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4 标 嘉定区 

72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5 标 嘉定区 

73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6 标 普陀区 

7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8 标 静安区 

75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9 标 静安区 

76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0 标 黄浦区 

77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1 标 
黄浦区 

浦东新区 

78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2 标 浦东新区 

7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5 标 浦东新区 

80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6 标 浦东新区 

81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7 标 浦东新区 

82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18 标 浦东新区 

83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22 标 嘉定区 

8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管幕段 浦东新区 

85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轨道 A 标 

嘉定区 

普陀区 

静安区 

86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轨道 B 标 
黄浦区 

浦东新区 

87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4 号线 24 标 普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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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2 标 闵行区 

89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3 标 闵行区 

90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8 标 闵行区 

91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9 标 徐汇区 

92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0 标 徐汇区 

93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1 标 徐汇区 

94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2 标 徐汇区 

95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3 标 
徐汇区 

长宁区 

96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4 标 长宁区 

97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5 标 普陀区 

98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6 标 普陀区 

99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18 标 普陀区 

100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20 标 
普陀区 

宝山区 

101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21 标 宝山区 

102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22 标 宝山区 

103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23 标 宝山区 

104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24 标 宝山区 

105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元江路车辆段 A 标 闵行区 

106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元江路车辆段 B 标 闵行区 

107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轨道工程 A 标 闵行区 

108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轨道工程 B 标 普陀区 

10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集团有限

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A 标 浦东新区 

110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B 标 浦东新区 

111 上海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2 标 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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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4 标 浦东新区 

113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5 标 浦东新区 

114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6 标 浦东新区 

115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7 标 浦东新区 

116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8 标 浦东新区 

117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9 标 浦东新区 

118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1 标 浦东新区 

119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2 标 浦东新区 

120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3 标 
浦东新区 

杨浦区 

121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4 标 杨浦区 

122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5 标 杨浦区 

123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6 标 杨浦区 

124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7 标 杨浦区 

125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8 标 宝山区 

126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 19 标 宝山区 

127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8 号线铺轨 1 标 浦东新区 

128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6 标 闵行区 

129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 25 标 闵行区 

130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5 号线桂林路换乘通道 徐汇区 

131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轨道交通 10 号线二期供电 浦东新区 

132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 10 号线二期港城路停车场 浦东新区 

13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浦路越江隧道新建工程 
浦东新区 

杨浦区 

13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Ⅱ标 
普陀区 

静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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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横通道新建二期工程Ⅰ标 静安区 

136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周家嘴路越江隧道新建工程 
浦东新区 

杨浦区 

137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Ⅳ标 杨浦区 

13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2 公路广祥路匝道及附属设施新建工程 浦东新区 

13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耀路越江隧道新建工程 
浦东新区 

徐汇区 

14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宁路快速化改建工程 1 标 普陀区 

14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杨北路（G1501 公路-S20 公路）改建工程 1 标 宝山区 

142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铁建工

程有限公司 
北横通道新建二期工程Ⅱ标 静安区 

143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昌平路-恒通路跨苏州河桥新建工程 静安区 

14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Ⅰ标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虹口区 

145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捷运系统 S2-T3 复线

区间工程 
浦东新区 

146 上海增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公交停车场给排水及配套设施整治维护项目 静安区 

147 上海信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石门一路瑞金二路复兴路公交电车线网整治维护项目 黄浦区 

148 上海圳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 路、26 路站点供电设施整治维护项目 黄浦区 

149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公交起讫站港湾式车道地坪整治维修项目(北区） 全市 

150 上海畅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交起讫站港湾式车道地坪整治维修项目(南区） 全市 

151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崧泽高架西延伸 3 标 青浦区 

152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济阳路（卢浦大桥-闵行区界）快速化改建工程 2 标 浦东新区 

153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 1标段 宝山区 

154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民乐路（奉炮公路-浦星公路)道路新建工程 奉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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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浦卫公路（闵浦三桥-南亭公路）改建工程-（大叶公

路-南亭公路） 
奉贤区 

15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卫公路（平庄公路-胡滨公路）改建工程 奉贤区 

157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金庄公路（金海公路-现状金钱公路)道路新建工程 奉贤区 

158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奉贤区望园路（南港路-光建路）道路新建工程 奉贤区 

159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 2标段 宝山区 

160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济阳路（卢浦大桥-闵行区界）快速化改建工程 1 标 浦东新区 

161 上海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虹口区平凉路/杨树浦路（临潼路~大连路）拓宽改建

工程 
虹口区 

162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金商公路（陈新路～沪青平公路）道路改建工程 青浦区 

163 上海市凯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松江区莘砖公路（闵松路立交桥东-东沙港桥东）大修

工程 
松江区 

16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东大道(罗山路-G1501)改建工程二标 浦东新区 

16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顾村拓展区市政配套工程二标段项目 宝山区 

16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西通道(浦东段)拓建工程三标 浦东新区 

167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东西通道(浦东段)拓建工程四标 浦东新区 

168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绥宁路（吴淞江南岸--天山西路）新建工程 闵行区 

169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龙东大道(罗山路-G1501)改建工程四标 浦东新区 

170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沪南公路(康花路-上南路)道路改建工程三标 浦东新区 

17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景东路（关港-闵行区界）辟通工程 徐汇区 

172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龙东大道(罗山路-G1501)改建工程三标 浦东新区 

173 
中铁二十四局上海铁建工程有

限公司 
沪南公路(康花路-上南路)道路改建工程四标 浦东新区 

17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沪南公路(上南路-闸航公路)改扩建工程二标 浦东新区 

175 
上海浦兴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龙东大道(罗山路-G1501)改建工程一标 浦东新区 

176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西通道(浦东段)拓建工程二标 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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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复兴路（G318 公路~沈砖公路）新建工程 青浦区 

178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与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

地下人行通道西段工程 
闵行区 

179 
上海浦东北蔡市政建筑有限公

司 
沪南公路(上南路-闸航公路)改扩建工程四标 浦东新区 

180 上海两港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沪南公路(康花路-上南路)道路改建工程二标 浦东新区 

181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五朱公路（闵塔路~叶新公路）道路工程 松江区 

182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景洪路（老沪闵路-华泾西规划二路）道路新建工程 徐汇区 

18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沪南公路(上南路-闸航公路）改扩建工程一标 浦东新区 

184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沪南公路(上南路-闸航公路）改扩建工程三标 浦东新区 

185 上海盛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真华路（曹杨路-铜川路）道路新建工程 普陀区 

186 上海盛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桃浦西路（古浪路-区界）道路新建工程 普陀区 

187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科苑路（锦绣东路-龙东大道）新建工程 浦东新区 

188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虹口区唐山路（高阳路-昆明路）拓宽改建工程 虹口区 

189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龙耀路隧道一期机电设施整治工程 

徐汇区 

浦东新区 

190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虹口港防汛墙滨水景观步道一期、二期连接段（四平

路人行通道）工程 
虹口区 

191 
上海黄浦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

司 
人民大道（黄陂路-西藏中路）整治工程 黄浦区 

19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城北路（省界-霜竹公路）道路新建工程 嘉定区 

193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朱建路（青浦闵行区界-规划开兴路）道路改建工程 闵行区 

194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S32 公路南进场（K0-K3+327.8)综合整治工程 浦东新区 

195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望园路（航南公路-金齐路）道路改建工程 奉贤区 

196 上海汇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环辅道（钦州南路-宜山路）道路大修工程 徐汇区 

197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奉贤区解放路（环城东路-沪杭公路）等 5 条区管道路

综合整治工程 
奉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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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中交二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朱泾镇仙居路（亭枫公路-北环路）道路改扩建工程 金山区 

199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济小镇于塘路（雅丹路-和静路）道路及桥梁改建工

程 
嘉定区 

200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济小镇百安公路（于田路-和静路）道路及桥梁改建

工程 
嘉定区 

201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徐家汇空中连廊一期工程 徐汇区 

202 上海普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祁安路（古浪路-连亮路）道路大修工程 普陀区 

203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ES4 单元市政道路及管线工程道路 II 标 浦东新区 

204 上海徐汇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中环辅道（沪闵路-钦州南路）东侧道路整治工程 徐汇区 

20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嘉行公路（宝钱公路-霜竹公路）道路维修工程 嘉定区 

206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 杨浦区 

207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有限公司 西藏北路（柳营路-光复路）道路大修工程 静安区 

208 
上海宝山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祁连山路（锦秋路-塘祁路）道路改建工程 宝山区 

209 上海吴淞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水产路（同济路-铁力路）道路大修工程 宝山区 

210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军工路隧道机电设施整治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 

杨浦区 

浦东新区 

211 上海静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延长路（沪太路-北宝兴路）道路大修工程 静安区 

212 上海弘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环城西路（大叶公路-程河浜桥）中修养护工程 奉贤区 

213 上海弘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金齐路（金海公路-S4 跨线桥东堍）道路中修工程 奉贤区 

214 上海宝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杨南路（S20-呼兰路）道路大修工程 宝山区 

215 上海吴淞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富锦路-马路河桥）道路改建工程 宝山区 

216 上海高架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南北高架路面整治工程（一标段） 
黄浦区 

静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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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工程专业 

序号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1 
江宁路（规划新丰路-康定路）道路积水点改

造工程 
上海市静安区市政养护工程公司 

2 
景风路（阳曲路-阳泉路）道路积水点改造工

程 
上海市静安区市政养护工程公司 

3 
浦卫公路（大叶公路-南亭公路）次高压天然

气排管工程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4 
合肥路（马当路-顺昌路）道路积水点改造工

程 
上海卢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5 
松江南站大型居住社区综合管廊一期玉阳大

道段工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6 
中山北二路（中山北一路-辉河路）10kv 架空

线入地工程 
上海久隆电力（集团）电缆工程分公司 

7 
崇明北新公路（团城公路-东义路）燃气管排

管工程 

上海燃气崇明有限公司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8 
上海 LNG 项目储罐扩建工程接收站管线配套

工程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 徐汇区梅陇港周边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工程 上海徐汇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10 
龙东大道（S20-G1501）高中压天然气管网排

管工程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11 
浦东广兰路（龙东大道-丹桂路）10KV 架空线

入地工程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缆分公司 

12 110 千伏上海白龙港污水处理厂供电工程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 

13 浦东航南公路（S4-金海路）电缆搬迁工程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奉贤分公司 

14 波阳路（贵阳路-定海路）积水点改善工程 上海市杨浦市政养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 
大连西路（东体育会路-周家嘴路）自来水排

管工程 
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 
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海洋三路综合

管廊工程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 有限公司 

17 南汇新城云鹏路（N2-B5）综合管廊实施工程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 有限公司 

18 
南汇新城云鹏路（C 港-临港北路）综合管廊

实施工程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 有限公司 

19 宝山区海滨、新铁力雨水泵站截污专用管工程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 有限公司 

20 浦东华夏西路高压天然气排管工程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21 
汾阳路（淮海中路-岳阳路）架空线入地电力

排管工程 
上海市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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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邮路（沪南路-复兴西路）架空线入地电力

排管工程 
上海市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3 
临港产业重大项目配套供水管线工程（二标

段）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24 
虬江路（共和新路-宝通路）道路积水点改善

工程 
上海静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5 
建国西路（陕西南路-瑞金二路）自来水排管

工程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26 松江南站大型居住区综合管廊二期工程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7 
嘉定叶城路（澄浏中路-新城路）燃气高压管

排管工程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28 云岭西路排水系统排管工程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9 奉贤区南排污水总管及设施修复工程 上海奉贤贤润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30 兰州路自来水管道修复工程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1 
闵行华翔路（北翟路-苏州河区界）架空线入

地工程 
上海市南电力工程公司 

32 浦东济阳路给水管排管工程 上海浦东供排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3 场中路（共和新路-阳泉路）给水管排管工程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4 
配合轨道交通 18 号线沪南公路段高压天然气

管线搬迁工程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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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场站名单 

序号 场站名称 主管单位 

1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构件厂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2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3  上海浦升混凝土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4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工程公司临沧路仓库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5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材料工程公司宝山租赁站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6  上海城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  上海建工谊建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8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临港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9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预制构件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10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机施公司钢设备分公司通海路仓库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11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材料工程公司三林租赁站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2  上海浦东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13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机施公司预制厂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14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工程公司江桥仓库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5  上海申迪园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种植土生产基地 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6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道工程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7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四构件厂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18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19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军工路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20  上海弘昊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1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工程公司盘古路场站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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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站名称 主管单位 

22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23  上海同舜混凝土有限公司军工路分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24  上海城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芦潮港分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25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26  上海东南混凝土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27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隧嘉混凝土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28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新龙华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29  上海虹翔混凝土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30  上海建工（江苏）钢结构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31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机械施工工程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2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七构件厂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33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道路工程公司剑川路

基地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34  上海城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35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军工路基地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6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下沙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37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地基基础工程分公司金都路基

地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38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灵山路基地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39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40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南翔基地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41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42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机运分公司水产路基地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43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盾构工程分公司塘湾基地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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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站名称 主管单位 

44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第三构件厂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45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铁山路基地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6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民星路基地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7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机械顶进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8  上海城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沥青混凝土二厂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49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构件分公司嘉松基地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50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解放岛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51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阪申新型材料分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3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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