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22 年度有色金属建设行业工程设计成果评价结果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万科·潮启公寓（海土字 17147 号地块） 1

2.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备研

发基地厂房项目（东软健康医疗国际产

业园二期 C5）

1

3.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中天北城-A1 地块建筑工程设计 1

4.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型包装材

料高精铝板带生产线项目
1

5.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扎兰屯市国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道河

银铅锌矿采选扩能工程
1

6.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第三固废处置中心一期项目 1

7.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喀麦隆九城市供水项目（一期） 1

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沙江西路延伸段（沙井新和路-广深高速

西辅道）市政工程
1

9.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中环北路（含中环中路）道路基

础设施项目
1

10.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鹤庆北衙矿业公司二选厂技改扩建工程

建设项目
1

11.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知不拉铜多金属

矿采选工程施工图设计
1

12.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靖西华银矿业有限公司陇峒排泥库工程 1

13.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涩草湖

尾矿库（九扬公司炉场沟尾矿库接替库）

一期工程

1

14. 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超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陶庄湖危险

废物处置中心扩建项目
1

15.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厄瓜多尔米拉

多铜矿项目 2000 万 t/a 采选工程
1

16.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豫光金铅再生铅资源循环利用及高效清

洁生产技改项目熔炼系统
1

17.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西藏玉龙铜矿改扩建工程 1

18.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云锡锡冶炼异地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变

更)
1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9.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陆市经济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项目
1

2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龙游六春湖客运索道 EPC 总承包工程 1

2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大理海东山地新城锦花涧雨水花园、开

花树雨水花园项目
1

2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商丘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

23.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选车间扩能降

耗技术改造项目
1

24.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刚果（金）拉米卡股份有限公司刚果(金)

庞比铜钴矿工程
1

25.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雄县大清河 32个傍水村庄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 EPC 总承包第一标段
1

26.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 90万吨绿色水

电铝材一体化项目
1

27.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一期项目 1

合计 27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建收容所、拘留所、

戒毒所建设项目
2

2.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贵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电炉技改项目 2

3.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河丽园二、三期 2

4.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市狮子山锑矿采矿改扩建工程 2

5.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电投贵州务正道 1000kt/a 氧化铝工

程赤泥堆场
2

6. 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铜电解 II 系统工艺装备升级改造（南

区）项目
2

7.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腾冲市恒益矿产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烂

刺沟尾矿库工程
2

8.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安宁矿业分公司

马屋箐尾矿库三期工程
2

9.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景洪市龙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疆锋铁矿

一期采矿工程初步设计变更设计与安全

设施变更设计

2

10.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鱼祖乍尾矿库扩

容工程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1.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凯华地产有限公司“盛唐城”波罗

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D1、D2 地块建筑工程

设计

2

12.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告庄西双景湄公河人家 2

13.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市高新区十五年制完全学校建设项

目
2

14.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涌顺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中

高端铝合金新材料项目
2

15. 江苏华东地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ZJ城市广场（紫金城市广场）项目桩基

础工程
2

16.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梅汕客专揭阳北站站前广场及道路配套

建设工程
2

17. 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 美林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设计 2

18.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咸阳宇宏健康花城项目西区（A区）项

目
2

19. 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3000t/d 扩建工

程
2

20.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南国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一期铜冶炼

工程
2

21.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刚果（金）RTR 铜钴矿二期工程 2

22.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城门山铜矿尾矿

降硫工程
2

23.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立雅同骏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危险

废弃物处理处置中心项目（一期）
2

24.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建筑陶瓷产业基地污水处理厂 2

25.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宜丰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2

26.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市木兰大道（K7+600~K10+900）建

设工程
2

27.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饶市天佑大道二期道路工程 2

2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新城核心区排污管网修复工程 2

29.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泰天悦 2

30.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饶商总部基地 2

31.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赣铁九龙府一期、二期、三期建设项目 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32.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池居鲲鹏邸项目 2

33.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高效节能有色金属熔炼装备产业化项目 2

3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文兴街 1号院 1号楼改造项目 2

35.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

锌矿选矿厂技术升级改造工程优秀工程

项目

2

36.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国盛稀土分离生产线异地升级改造

项目（二期工程）
2

37.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德兴铜矿新技术厂钼铼综合回收改扩建

工程
2

38.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产业升级技术改

造项目炼铁工程
2

39.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刚波夫矿业有限公司刚果(金)Kambove

主矿体湿法炼铜项目
2

40.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蒙古高尔奇矿业有限公司阿巴嘎旗高

尔旗银铅锌多金属矿选矿厂工程
2

4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赣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2

4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铜铅锌产业

基地铅精炼及稀贵综合回收项目
2

43.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回收

利用项目
2

44.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凤凰岭客运索道 2

45.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庆 山河一品办公楼 2

46.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甘肃省礼县李坝金矿 10000t/d 采选工

程选矿系统设计
2

47. 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
盾构法施工隧道管片壁后注浆质量地质

雷达法检测技术规范
2

合计 47项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1.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高义 14㎡竖炉技改 80 万吨/年链篦机-

回转窑工程项目
3

2.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新绛县洞峪石料有限责任公司新建石料

破碎工程
3

3.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1580m³高炉工程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4.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正定开元小学 3

5. 河南华慧有色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拟薄水铝石扩

建项目
3

6.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矿 825m 和 765m 中段采矿工程初步

设计
3

7. 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矿区 814m 分段拉矿运输道工程 3

8.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德昌县多金属矿试验采选厂刘家沟尾矿

库闭库工程
3

9.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柳树箐

磷石膏渣场回水库全防渗环保整改方案

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3

10.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会理县马鞍坪矿山废石综合利用有限责

任公司小打鹅尾矿库闭库工程
3

11.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南亚春天住宅小区建筑工程设计 3

12.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右营村“城中村”二期改造项目选址新

建小学建筑工程设计
3

13.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楚江 1000mm 铜带二辊可逆热轧机

组
3

14.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金拉铜箔有限公司 600mm 铜带精轧

机
3

15.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熔铸厂 1#炉、

2#炉、4#炉、12#炉、17#炉及 18#炉收

尘系统改造项目

3

16. 江苏华东地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车辆管理所江北分所迁建工程桩

基及基坑支护工程
3

17.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黄埔区迳下村特色精品村建设项目（首

期）
3

18.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白云区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健康城净水

厂进厂主管工程（健康大道—净水厂段）
3

19.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知识城九龙大道污水管（KS3-1 路~康大

站）工程
3

20.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环境生态监测站周边景观改造工程 3

21. 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
崇左市扶绥县渠黎镇大陵村渠芦屯耕地

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
3

22. 广西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
百色市西林县八达镇初级中学高边坡支

护工程设计
3

23. 中色资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西苑四队南岭不

稳定斜坡灾害治理项目设计方案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24.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粤北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安全

填埋场项目
3

25.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城门山铜矿刘家

沟尾矿库挖潜扩容改造工程
3

26.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鹰潭市余江区城南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

治理工程
3

27.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贵溪市铜产业循环经济基地基础设施改

造提升工程
3

2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医药科创城建设一期项目—核心区新

建路网工程
3

29.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康宁医院南昌院区一期工程 3

30.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交通技工学校校园建设项目二期

工程
3

31.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通信楼项目 3

32.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新技术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二次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项目
3

33.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刚果（金）KOLWEZI 铜矿硫磺制酸工程 3

3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德兴铜矿生活垃圾堆放点综合整治工程 3

35.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德兴铜矿富家坞采区 500 排土场西侧边

坡等三处生态恢复工程—富家坞采区官

帽山 530 以上边坡生态复垦工程

3

36.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上房沟钼矿C160

破碎站搬迁项目工程
3

37.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地

球化学勘查与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花山片区矿地融

合提升工程设计
3

38.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

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

三队）

南京市江宁区东流灵山采石场矿区废弃

露采矿山环境整治工程设计
3

39.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赣县区大田乡废弃稀土矿区重金属综合

治理工程（一期）
3

4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隆丰环保发电厂项目 3

41.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节能（秦皇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

活垃圾焚烧项目扩建工程项目
3

42.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贺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

43.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标志门至天门洞客运

索道工程
3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评价

结果

44.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涿州市 2019 年农村污水治理项目一期

工程
3

45. 西北有色勘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铅硐山蒋家沟生态恢复治理及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研究
3

46.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海赛什塘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赛什塘铜

矿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3

47.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礼县盐官镇盐井祠广场（盐井展览馆） 3

合计 47项

总计 121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