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

号 
地市 

工程

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1 济南 房建 
济南市钢城区文体中心项目

（一期）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01 

2 济南 房建 
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基地二期

项目 2#楼-4#楼及地下车库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02 

3 济南 房建 长岭山产业园（一期）项目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LSKJ-2022-003 

4 济南 房建 浪潮智能计算产业园 B1地块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04 

5 济南 房建 

省立医院应急医学中心综合

病房楼及感染性疾病综合楼

建设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05 

6 济南 房建 
算谷产业园（一期 4-A#楼，

4-B#楼）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06 

7 济南 房建 
章丘绣惠古城（配套生活区）

建设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LSKJ-2022-007 

8 济南 房建 
中铁诺德·绣惠生态城一期

一标段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08 

9 济南 房建 
姬家庄、亓家庄城中村改造

村民安置用房项目一标段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09 

10 济南 房建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G综

合应用示范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建设项目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LSKJ-2022-010 

11 济南 房建 
万科南北康 B6地块房地产开

发项目三期 1#办公楼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LSKJ-2022-011 

12 济南 房建 

万科南北康 B6地块房地产开

发项目二期（2#办公楼，东

地块商业）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12 

13 济南 房建 
万科雪山二期 A8地块建设项

目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13 



14 济南 房建 
金科连城·博翠明湖 C地块

（三期）项目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LSKJ-2022-014 

15 济南 房建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起步区新

院（一期）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

司、济南城建动能转换开发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15 

16 济南 房建 
济南世茂摩天城 1.1 期工程

2#地块 1#~6#楼及地下车库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16 

17 济南 房建 
旅游路南侧汉峪片区 B7地块

房地产建设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17 

18 济南 房建 中央商务区 A-2地块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18 

19 济南 房建 
绿地山东国际金融中心

（IFC）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19 

20 济南 房建 
经十路以南、凤凰路以东

B-03-04地块项目（二标段）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20 

21 济南 房建 

新汶矿业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门诊住院综合诊疗楼工程总

承包（EPC）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21 

22 济南 房建 
唐冶（三甲）医院施工总承

包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22 

23 济南 房建 
平阴县中医医院二期病房楼

建设项目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LSKJ-2022-023 

24 济南 房建 
济南市长清区玉符街南 A-1

地块安置房建设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LSKJ-2022-024 

25 济南 房建 
凯傲（济南）C2H项目二期（±

0.000以上结构阶段）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25 

26 济南 房建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崔寨片

区安置四区村民安置项目一

期工程总承包（EPC）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26 

27 济南 房建 
山东太古飞机维修新厂区项

目（一期）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027 

28 济南 房建 济南球墨铸管 A-5地块项目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28 

29 济南 房建 
大宗能源商品总部产业园配

套住宅项目（B-1地块）一期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29 

30 济南 房建 
济南市天桥区北湖核心区

B-9 地块建设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LSKJ-2022-030 

31 济南 房建 
奥体中路长安茂府房地产开

发项目（一期）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LSKJ-2022-031 



32 济南 房建 

山东中医药大学综合实验楼

及研究生公寓建设项目工程

总承包（EPC）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济南四建集团智能消

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LSKJ-2022-032 

33 济南 房建 王府车辆段租赁住房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033 

34 济南 房建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项

目工程总承包（EPC）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34 

35 济南 房建 
济南大学工科综合楼建设项

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035 

36 济南 房建 
万科南北康 07街区 C2地块

房地产开发项目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36 

37 济南 房建 
国际金融城北区 A-5、A-6地

块施工总承包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037 

38 济南 房建 
国际金融城北区 A-2地块项

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38 

39 济南 房建 
济南新东站片区安置一区城

中村改造保障房项目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39 

40 济南 房建 
王府车辆段上盖项目 A地块

一期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40 

41 济南 房建 
鲁能领秀城 G3地块二期房地

产开发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41 

42 济南 房建 
济南山凹安置基地 C、D地块

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42 

43 济南 房建 
鲁能领秀城 H2地块房地产开

发建设项目二标段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LSKJ-2022-043 

44 济南 房建 
山东怡亚通供应链产业园一

期项目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44 

45 济南 房建 
北湖核心区西侧片区地块 A

北区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LSKJ-2022-045 

46 济南 房建 
经十路以南、凤凰路以东

B-03-04地块项目（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46 

47 济南 房建 
济南生物医药科技园（北区）

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47 

48 济南 房建 

济南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B01

地块综合楼及附属设施项目

一标段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LSKJ-2022-048 

49 济南 房建 
九阳总部及创意创新中心项

目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049 



50 济南 房建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 经纬嘉园公租房项目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50 

51 济南 房建 
济南机场扩建工程-航空货

运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51 

52 青岛 房建 
胶东国际机场征迁安置项目

二期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52 

53 青岛 房建 
平度市八里庄片区旧改项目

(工程总承包）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53 

54 青岛 房建 青岛啤酒研发创新基地项目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54 

55 青岛 房建 
夏庄二号地块共有产权住房

项目一标段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55 

56 青岛 房建 观邸一期 
青岛平建建筑安装股份有限

公司 
LSKJ-2022-056 

57 青岛 房建 
市北区浮山新区 SF0604-213

地块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LSKJ-2022-057 

58 青岛 房建 
青岛创新科技城项目 7-5地

块 2#楼及地下车库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LSKJ-2022-058 

59 青岛 房建 青岛西海岸肿瘤医院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LSKJ-2022-059 

60 青岛 房建 
青岛市地铁 6号线一期工程

抓马山车辆基地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60 

61 青岛 房建 山钢·泓明府项目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061 

62 青岛 房建 
上合跨境电商创业园(三期)

项目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62 

63 青岛 房建 高实城项目一期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LSKJ-2022-063 

64 青岛 房建 海逸云峰项目 中嘉建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64 

65 青岛 房建 

青岛国际院士港产业核心区

试验区智能制造 LC0306-31

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65 

66 青岛 房建 山东港口航运金融中心项目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66 

67 青岛 房建 

远洋万和云璟（海泊河 33号

地块 C区）1、5、7#楼及地

下车库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67 



68 青岛 房建 纸房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城阳兴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LSKJ-2022-068 

69 青岛 房建 
市北区浮山新区

SF0604-1003 地块项目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69 

70 青岛 房建 青科淮河西路项目一期工程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0 

71 青岛 房建 
青岛国际院士港研究院习水

路项目一标段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71 

72 青岛 房建 
城阳区夏塔路北、白沙河南、

天风南路西 16#地块项目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2 

73 青岛 房建 

莱西市妇女儿童医院（北京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

工程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3 

74 青岛 房建 

新河生态化工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项目（1#-3#综

合楼及连廊）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4 

75 青岛 房建 
即墨区职业教育园项目（一

期、二期）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LSKJ-2022-075 

76 青岛 房建 

青岛国际院士港产业核心区

试验区综合配套 LC0306-01

地块、LC0306-02地块项目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6 

77 青岛 房建 绿地海外滩项目一期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7 

78 青岛 房建 万科城望云起项目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8 

79 青岛 房建 青岛国信孟家滩项目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79 

80 青岛 房建 平度市人才嘉苑建设项目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80 

81 青岛 房建 灵犀湾项目三期 青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081 

82 青岛 房建 

海洋智慧小镇四期A区1-2#、

10-14#、21-22#、S1 楼及地

下车库（含装修）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LSKJ-2022-082 

83 青岛 房建 
青岛灵山湾悦府科创中心

（商务办公区）项目 
青岛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83 

84 青岛 房建 
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铁家庄社

区棚户改造项目 
中嘉建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84 



85 青岛 房建 
北出入口改造项目旭辉银盛

泰星河城 B地块 
青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085 

86 青岛 房建 上合组织国家青年创业中心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86 

87 青岛 房建 青岛生物科研交流中心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87 

88 青岛 房建 
李园街道西马家沟村改造安

置项目（工程总承包）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88 

89 青岛 房建 
中国供销北方国际智慧物流

港 2-2期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89 

90 青岛 房建 

青钢主厂区及周边片区 

LC1001-011 地块（中交海洋

科技城一期）设计施工总承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90 

91 青岛 房建 
即墨商都南安置区二期项目

D地块工程施工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LSKJ-2022-091 

92 青岛 房建 
山东头社区改造项目（安置

区）二期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LSKJ-2022-092 

93 青岛 房建 
平度市中医医院新院区建设

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93 

94 青岛 房建 

康复大学项目学生宿舍（公

寓）、 教职工公寓（工程总

承包）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中青建

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LSKJ-2022-094 

95 青岛 房建 青岛东方时尚中心三期 青岛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95 

96 青岛 房建 

环球金融广场 1#-3#住宅楼

（含精装修）及地下工程、

商务商业办公楼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青岛建

通浩源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096 

97 青岛 房建 
长安路片区改造项目（工程

总承包）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097 

98 青岛 房建 
青岛海洋活力区启动区 04地

块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098 

99 青岛 房建 
上合核心区配套设施工程项

目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099 

100 青岛 房建 
即墨商都南安置区二期 A-2

地块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LSKJ-2022-100 

101 青岛 房建 
青岛市市民健康中心建设工

程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龙元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01 

102 青岛 房建 

胶州市香港路人才公寓项目

A栋、B栋、C栋、D栋及地

下建筑 

青岛胶州湾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LSKJ-2022-102 



103 青岛 房建 
兴邦高端智慧厨电配套产业

园项目 1#厂房 
青岛德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103 

104 青岛 房建 
红岛街道西部安置组团五期

工程（高家 01）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04 

105 青岛 房建 青岛眼科医院红岛扩建工程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LSKJ-2022-105 

106 青岛 房建 

康复大学项目学部、体育馆、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等部分

（工程总承包）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06 

107 青岛 房建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青

岛华鹏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 

LSKJ-2022-107 

108 青岛 房建 
棘洪滩街道前海西社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08 

109 青岛 房建 
青岛西海岸新区奥体中心体

育馆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109 

110 青岛 房建 第二中医医院迁建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110 

111 青岛 房建 
黄岛区朝阳西路西、薛泰路

北住宅项目 
青岛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11 

112 青岛 房建 
被动房产业研发园建设项目

三期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12 

113 青岛 房建 
青岛福伦智能家电电子改造

项目（一期）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13 

114 青岛 房建 

李沧区集中建设人才住房项

目（湾头社区地块）北区 4-7

号、12-14号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LSKJ-2022-114 

115 青岛 房建 
西区老年大学项目（含精装

修） 

青岛金沙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LSKJ-2022-115 

116 青岛 房建 

李沧区集中建设人才住房项

目（湾头社区地块）南区 1-3

号、8-11号楼 

中诚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16 

117 青岛 房建 
国信科技大厦商业、住宅项

目（含精装）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117 

118 淄博 房建 
山东理工大学齐创大厦建设

项目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118 

119 淄博 房建 

淄博火车站北广场片区五金

机电城 建设项目 E4-1#楼及

裙房、地下车库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119 



120 淄博 房建 
淄博高新区中金教育培训中

心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LSKJ-2022-120 

121 淄博 房建 
淄博市张店区妇幼保健院建

设项目（二期）医养病房楼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LSKJ-2022-121 

122 淄博 房建 
淄博市传染病医院新建呼吸

系统门诊病房楼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22 

123 淄博 房建 
桓台县风华小学项目建设工

程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23 

124 淄博 房建 淄博莲池骨科医院迁建项目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LSKJ-2022-124 

125 淄博 房建 嘉和大厦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LSKJ-2022-125 

126 枣庄 房建 人民电器双创园双创中心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LSKJ-2022-126 

127 枣庄 房建 
年产 35万吨涂布白纸板建设

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27 

128 枣庄 房建 

晟鸿•郦景（晟鸿大厦、晟鸿

•郦景、晟鸿•邻里中心）项

目 EPC总承包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28 

129 枣庄 房建 枣庄市人民医院项目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29 

130 枣庄 房建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学术交流

中心项目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30 

131 烟台 房建 
烟台华润中心四期住宅

9#-13#楼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131 

132 烟台 房建 
东方智能科技园 C栋综合车

间工程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

司 
LSKJ-2022-132 

133 烟台 房建 
玲珑英诚国际医院项目 4#康

复楼、5#行政办公楼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LSKJ-2022-133 

134 烟台 房建 
东方航天港航天科普教育基

地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134 

135 烟台 房建 
烟台后沙旺国际人才酒店项

目 EPC工程总承包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LSKJ-2022-135 

136 烟台 房建 八角湾文化旅游中心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136 

137 烟台 房建 
烟台生产调度中心（暨烟台

移动 5G大数据中心）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137 



138 潍坊 房建 
青州市博物馆聚落项目博物

馆新馆主楼与办公楼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38 

139 潍坊 房建 

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二期

-15#-21#综合楼，22#-25#办

公楼 ，B区地下车库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139 

140 潍坊 房建 紫宸名郡 1#商业楼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40 

141 潍坊 房建 

昌乐县人民医院新院区二期

项目（门急诊医技综合楼、

综合病房楼）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41 

142 潍坊 房建 
诸城市医疗产业园康复中心

项目门诊病房综合楼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42 

143 潍坊 房建 
安丘市中医院新建院区建设

项目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43 

144 潍坊 房建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妇儿

楼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44 

145 潍坊 房建 
安丘市市立医院新院区建设

项目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45 

146 济宁 房建 
济宁市紧急医学救援中心

（济宁市立医院二期）项目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46 

147 济宁 房建 
山东省鲁西监狱改扩建项目

二期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47 

148 济宁 房建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初中校区

风雨操场及餐厅项目（EPC 工

程总承包）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148 

149 济宁 房建 

济宁商贸物流园医疗装备产

业园一期配套工程 1#仓储中

心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49 

150 济宁 房建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鱼台高端

产业学院工程总承包 EPC项

目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50 

151 济宁 房建 
济宁市公共卫生重症医学中

心项目（施工）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151 

152 泰安 房建 金融大厦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52 

153 泰安 房建 
玖隆府 1#、2#住宅楼、地下

车库（北区）一标段 
华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53 

154 威海 房建 
威海服务贸易产业园软件研

发中心及配套项目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54 



155 威海 房建 海洋智能创新实训基地工程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55 

156 威海 房建 
威海万科威高璞悦山（一期）

项目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56 

157 威海 房建 羊亭购物广场项目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57 

158 日照 房建 向阳河村民安置楼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58 

159 日照 房建 莒县人民医院康养中心项目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59 

160 日照 房建 
国丰中心房地产开发建设项

目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LSKJ-2022-160 

161 日照 房建 太阳华府小区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LSKJ-2022-161 

162 德州 房建 凤凰名荟（商业）项目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62 

163 德州 房建 
德城区肛肠医院新院区建设

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63 

164 德州 房建 水墨台小区工程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64 

165 聊城 房建 
聊城市智能（仿真）综合性

公共实训基地 （标段一） 

聊城市华宏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 
LSKJ-2022-165 

166 聊城 房建 
聊城市工人文化宫（市游泳

馆）施工项目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166 

167 临沂 房建 
临沂应用科学城二期工程 B

区项目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67 

168 临沂 房建 
河东区文体教育中心工程总

承包(EPC)建设项目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68 

169 临沂 房建 
科技人才港 A区：19#科技大

厦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69 

170 临沂 房建 郯城县体育馆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0 

171 临沂 房建 

临沂市中医医院高铁院区建

设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1 

172 临沂 房建 
沂南县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建

设项目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2 



173 临沂 房建 
临沂市罗庄区人民医院建设

项目一期工程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3 

174 临沂 房建 
临沂启阳机场航站楼改扩建

及附属工程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4 

175 临沂 房建 
山东省临沂市疾控中心建设

项目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5 

176 临沂 房建 沂蒙文化艺术中心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6 

177 临沂 房建 

临沂启阳机场航站楼改扩建

及附属工程（非民航专业）

施工总承包项目一标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177 

178 临沂 房建 
临沂奥体中心（东区）游泳

跳水馆 
青岛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78 

179 菏泽 房建 
思源幸福里 5-24#、5-33#、

5-34#、5-35#、5-36#楼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179 

180 菏泽 房建 
菏泽市立医院东院区建设项

目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80 

181 菏泽 房建 
菏泽市城建职业教育培训中

心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81 

182 菏泽 房建 
菏泽市职业学院 D-2-1学生

及教工食堂、图书馆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82 

183 菏泽 房建 菏泽现代医药港综合服务楼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83 

184 济南 市政 

济南市轨道交通 R3线一期工

程奥体中心换乘车站土建工

程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84 

185 济南 市政 
济南轨道交通 4号线一期工

程 06工区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85 

186 济南 市政 
G2 高速商河南出口连接线拓

宽改造工程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86 

187 济南 市政 

圣井街道孟家坞等原村址高

压线落地迁改项目土建工程

总承包（EPC）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87 

188 济南 市政 

济南高新区天玑东路、中欧

产业园 3 号路 市政道路工

程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188 

189 济南 市政 

济南城市轨道交通 6号线工

程施工总承包梁王车辆基地

3工区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89 



190 济南 市政 

济南高新区汉峪金谷中水站

项目工程 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90 

191 济南 市政 济泺路穿黄北延隧道工程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91 

192 济南 市政 

济南综保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飞机服务基地项目工程

总承包(EPC)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92 

193 济南 市政 
新建济南至莱芜高速铁路工

程 JLZQTJ-1标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93 

194 济南 市政 

济南市市中区南北康片区北

五路、北 六路道路建设工程

项目工程总承包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94 

195 济南 市政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黄

河大道一期工程施工一标段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95 

196 济南 市政 

济南东站管鲍大街、龙脊河

东路、龙脊河西路道路建设

工程施工二标段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196 

197 济南 市政 
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工程

JWSG-02标段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97 

198 青岛 市政 
辽阳东路（松岭路-李宅路）

市政配套工程 
青岛巨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198 

199 青岛 市政 
靖城路（G204-城阳区界）拓

宽改造工程 

青岛市政空间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LSKJ-2022-199 

200 青岛 市政 
高新区经三路（安和路至丰

和路）道路及综合配套工程 
青岛巨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00 

201 青岛 市政 
辽阳路快速路（福州路-海尔

路段）工程 

中建青岛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青岛城建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

司、青岛巨源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青岛三星工程有限公

司 

LSKJ-2022-201 

202 青岛 市政 
维多利亚湾区域交通改善提

升工程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02 

203 青岛 市政 徐山山体生态修复工程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03 

204 青岛 市政 
青岛市地铁 6号线一期工程

土建施工 08 工区 

青岛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04 



205 青岛 市政 

高新区田海路（规划十八号

线至青威快速路延长线)道

路及综合配套工程 

青岛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205 

206 青岛 市政 

少海人才创新创业园项目

（人才公园）设计施工总承

包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06 

207 青岛 市政 
青岛市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

土建项目部 一工区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07 

208 青岛 市政 
青岛市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

土建 06工区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LSKJ-2022-208 

209 青岛 市政 

青岛市停车泊位及海尔路银

川路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 

青岛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209 

210 青岛 市政 

唐河路-安顺路打通工程（李

村河大桥段、衡阳路-遵义路

段） 

青岛海德工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

有限公司 

LSKJ-2022-210 

211 青岛 市政 球场东一路顺接工程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11 

212 青岛 市政 
青岛市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

土建 02工区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12 

213 青岛 市政 
青岛海洋活力区跨风河新建

桥梁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213 

214 青岛 市政 
青兰高速公路双埠至河套段

改扩建及连接线工程 ZT1标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14 

215 淄博 市政 

淄博市城市快速路网建设一

期工程宝山路（昌国路-鲁泰

大道）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215 

216 烟台 市政 
烟台市城市快速路山海路建

设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216 

217 烟台 市政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

—高架桥施工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17 

218 日照 市政 
临沂路（山海路至山海四路）

拓宽改造工程 EPC 项目 
日照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218 

219 日照 市政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路

道路、淮安路绿化等建设工

程 EPC项目—大连路 

日照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219 

220 滨州 市政 

G228 丹东线滨州段工程项目

埕口（鲁冀界）至套尔河港

区段工程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LSKJ-2022-220 

221 聊城 市政 

临清市污泥处置、污水管网

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四期工

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21 



 

222 临沂 市政 
临沂市通达路祊河桥及两岸

立交改造工程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LSKJ-2022-222 

223 菏泽 市政 

菏泽市长江路（西安路至上

海路）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

二标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LSKJ-2022-223 

224 菏泽 市政 

菏泽市长江路（西安路至上

海路）快速通道工程施工一

标段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LSKJ-2022-224 

225 菏泽 市政 
菏泽现代医药港规划三路、

规划五路道路新建工程 
菏泽鹏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LSKJ-202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