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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苏建质安〔2021〕142 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 

组织开展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 

扬子杯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无锡、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苏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常州、徐州市城市

管理局，省有关部门，各相关行业协会（学会）： 

为提高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水平，充分发挥优质工程的示范引

领作用，根据《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评选办法》（苏建

规字〔2015〕2 号）规定，即日起组织开展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

工程奖“扬子杯”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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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对象 

2020 年 9 月 30 日及以前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房屋建筑、

市政、园林、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城市轨道交通等建设工

程项目以及装饰、安装、钢结构等专业工程项目。 

为助推我省建筑业改革，设装配式建筑工程、工程总承包和

全过程工程咨询三个专项，其中，装配式建筑工程专项针对房屋

建筑工程，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专项针对房屋建筑和市

政工程。 

按规定应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含相关

专业工程）的竣工验收时间以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备案机关的

确认时间为准。（申报项目工程规模要求见附件 1） 

二、申报程序 

（一）企业自愿申报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在规定

时间内按要求将工程项目申报表及资料（见附件 2）报项目所在

地设区市承担优质工程评选工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相关

单位。各设区市应按照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要求进驻同级政务

服务大厅。 

（二）各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相关单位对工程项目申报

资料进行初审，按照建议申报数（见附件 3）择优推荐申报项目，

签署意见后将工程项目申报资料报“扬子杯”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厅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省相关行业协会（学会）接收相关申报

资料，其中房屋建筑、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工程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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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送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市政工程项目申报资料送江苏省市

政工程协会，园林工程项目申报资料送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申报资料送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装饰专业

工程项目申报资料送江苏省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安装专业工程项

目申报资料送江苏省安装行业协会，钢结构专业工程项目申报资

料送江苏省建筑钢结构混凝土协会。 

对于符合申报条件（见附件 1）的装配式建筑工程、工程总承

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三个专项，由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并择优

推荐，签署意见后分别报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和绿色建筑与科技

处、建筑市场监管处、设计处，项目申报资料根据所报工程类别分

别委托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江苏省市政工程协会接收。 

（三） 根据省委、省政府政务服务“一张网”工作要求，本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工作通过“江苏省优质工

程、省级工法及新技术应用示范管理系统”（网址：

http://58.213.147.241:7080/w/com/home）进行。由企业在线填报工

程项目申报表，扫描申报资料原件并上传至系统，各级行政主管

部门依托“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对申报

资料真实性进行核查。 

三、注意事项 

（一）各地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

杯”评选办法》（苏建规字〔2015〕2 号）规定的申报条件和本通

知申报要求，优先推荐绿色建筑以及实施绿色施工、建筑产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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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有重要技术创新、积极采用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江苏省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的项目。 

（二）申报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项目的工程设计

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规范。2015 年 9 月 30

日之后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房屋建筑、市政、园林项目的工

程设计应获得省、市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奖三等奖及以

上奖项，国家、省级协会优秀勘察设计奖；2015 年 9 月 30 日前

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其工程设计获奖情况不作强制规定。

装配式建筑工程应获得市级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及以上

奖励，或列入市级及以上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工程项目。各设

区市行政主管部门应优先推荐获省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

及以上奖励的工程项目。 

（三）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现场查验实行

抽查制度。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推荐上报的工程项目资料进

行复核；对资料审查合格的工程项目分市、分类别、按比例确定

现场查验项目，其中各市、各类别工程项目在 7 个及以下的、全

查，8-15 个的、抽查 50%，16 个及以上的、抽查 30%，对装配

式建筑工程、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等三类专项工程项目

全部进行现场查验。经资料复核和现场查验判定为不合格的推荐

项目，从各地推荐的备选项目中按顺序依次递补备查。对备选项

目判定为不合格，且未达本地区申报数的，不予补报。通过资料

复核和现场查验的装配式建筑工程、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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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等三类专项工程项目，相关协会须排名推荐。 

（四）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对各设区市申报工作进行综合评

价。对于在资料复核、现场查验中抽查发现不合格项目（含推荐

项目和备选项目）的地区，将分类别按比例相应扣减该地区下一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数。 

（五）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截止日期

为 2021 年 10 月 29 日。所有推荐申报项目和备选项目资料一次

性申报完成，不予补报。各专业申报工作联系人见附件 5。 

（六）各地各部门应严格遵循公开、公正和质量第一、优

中选优的原则，切实做好“扬子杯”评选工作，不得以任何方

式阻碍企业自愿申报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不得以任

何方式收取企业任何费用。“扬子杯”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适

时对相关协会（学会）的资料复核、现场查验工作进行抽查或

飞行检查。 

“扬子杯”评选工作监督投诉电话：025-51868896。 

 

附件：1.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规模标准 

2.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及申报 

资料要求 

3.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数 

4-1.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项目汇总表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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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项目汇总表

（仅适用于工程总承包） 

4-3.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项目汇总表

（仅适用于全过程工程咨询） 

5.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联系人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年9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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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 
申报规模标准 

 

一、房屋建筑、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工程 

1、公共建筑工程：除砖混结构以外的建筑面积≥10000 ㎡或

≥10 层的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50000 ㎡的群体建筑。 

2、住宅工程：除砖混结构以外的建筑面积≥10000 ㎡的单体

住宅工程，总建筑面积≥50000 ㎡的住宅小区或组团。入住率在

40%及以上。 

3、工业建筑工程：建筑面积≥10000 ㎡或单跨≥24 米的单

体工程，或单位工程造价≥8000 万元的建设项目。 

4、交通工程：单独立项的高速公路（含改扩建）；单独立项

的一级公路且≥15km（含改扩建）；长度≥500m 的公路隧道；单

孔跨径≥100m 或多孔跨径总长≥500m 的，单孔跨径≥70m 或多

孔跨径总长≥300m、有技术（结构）创新、且总造价≥4000 万

元的桥梁；设有首末站的地方铁路工程；长度≥3000m 的机场跑

道；内河≥3000t、沿江≥10000t、沿海≥20000t 的码头；内河四

级以上连续长度≥10km、沿海≥20000t 的航道；四级航道以上的

船闸；单位工程造价内河≥5000 万元、沿江（海）≥10000 万元

的其它水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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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力工程：为总承包，单机容量≥100MW 或超超临界的

发电工程；≥220kv 的送变电工程（双回≥30km 或单回≥40km

的输电线路）；单位工程造价≥1 亿元的风力发电、热电联产等发

电工程；工程造价≥5000 万元的新能源或再生能源发电工程（包

含太阳能发电、城市垃圾焚烧、生物质发电等）。 

6、水利工程：单位工程造价≥5000 万元的单独立项的水利

建设工程。 

7、通信工程：各基站为永久性建筑且单位工程造价≥5000

万元的单独立项的通讯建设项目。 

参建单位工作量≥单位工程造价的 10%或≥2000 万元的，均

可作为参建单位申报。 

二、市政工程 

1、城市道路、广场、地下管线、管廊：单位工程造价≥2000

万元，县级市≥1500 万元。 

2、高架桥工程：连续长度≥1500m 或单位工程造价≥2 亿元。 

3、互通立交桥工程：单位工程造价≥1 亿元。 

4、桥梁工程：单跨跨度≥40m。 

5、隧道工程：断面≥20 ㎡。 

6、给水厂及污水处理厂工程：日处理能力≥5 万吨。 

7、垃圾填埋处理工程：单位工程造价≥3000 万元。 

8、泵站工程：单位工程造价≥2000 万元。 

9、城市照明工程（含夜景亮化）：单位工程造价≥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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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环境治理（含海绵城市）工程：工程造价≥5000 万元。 

11、其它具有创新示范和指导作用的市政精品工程。 

参建单位工作量≥单位工程造价的 10%或≥2000 万元的，均

可作为参建单位申报。 

三、园林工程 

1、工程面积为 3000 ㎡以上的园林古建工程。 

2、工程面积为 30000 ㎡以上，工程造价 1200 万元以上的园

林综合工程。 

3、绿化面积 10000 ㎡以上的附属绿化工程。 

4、其它具有创新示范指导作用的园林绿化精品工程。 

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1、工程规模在一车站一区间以上的项目。 

2、工程造价≥2 亿元的换乘车站或区间。 

3、工程造价≥2 亿元的车辆段或停车场。 

4、建筑面积≥1 万㎡的控制中心。 

工程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单位可作为参建单位申报。 

五、装饰专业工程 

1、建筑装饰工程：工程造价≥1000 万元（不含设备购置和

安装费用）的公共建筑整体装修工程。古建筑、保护性文物建筑，

建筑面积≥1000 ㎡，且应当为整体装修工程。 

2、建筑幕墙工程：工程造价≥1000 万元的玻璃、石材、金

属幕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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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装饰智能化系统工程：工程造价≥500 万元。包括建

筑装饰智能化集成系统；信息接入系统；用户电话交换系统；信

息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及计算机网络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

号覆盖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

共广播系统；会议系统和影剧场灯光音效设施系统；信息导引及

发布系统；时钟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急响应系统；防雷与接

地等。 

六、安装专业工程 

1、公共建筑工程：安装工程量≥1000 万元的公共建筑工程

中的安装工程。 

2、住宅工程：单体建筑面积≥30000 ㎡的住宅工程或建筑面

积≥50000 ㎡的住宅小区中工程造价≥1000 万元的安装工程。住

宅及住宅小区安装工程应包括给排水、配电房、建筑电气或电梯

等全部配套安装工程，且功能基本齐全。 

3、消防设施安装工程：建筑面积≥100000 ㎡的住宅工程；

建筑面积≥38000 ㎡的公共建筑工程；或单项施工合同造价≥800

万元的消防安装工程。消防系统工程应具备相对独立的整体性，

同时具备不少于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水喷雾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干粉灭火

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照明系统、大空间自动灭火跟踪系统等

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以上（其中必须具备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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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 

4、电子智能化安装工程：智能化安装工程单项合同工程造

价≥1000 万元，同时具备不少于（1）综合布线及计算机网络系

统工程；（2）设备监控系统工程；（3）安全防范系统工程；（4）

通信系统工程；（5）灯光音响广播会议系统工程；（6）智能卡

系统工程；（7）车库管理系统工程；（8）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

统工程；（9）卫星及共用电视系统工程；（10）信息显示发布

系统工程；（11）智能化系统机房工程；（12）智能化系统集成

工程；（13）舞台设施系统工程等系统中的五个子系统（独立单

个子系统或者每个子系统中单项工程不作为优质工程评比）。 

5、环保工程：单池容积 400 立方米及以上厌氧生化处理池

工程；一等甲级及以上等级医院医疗污水处理工程。 

6、电力安装工程：11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送电线路（线

路长度 50 千米及以上）和 110 千伏及以上等级的变电站工程。 

7、空调制冷安装工程：工程造价≥1000 万元，且具备完整

使用功能的安装工程。 

七、钢结构专业工程 

1、单项钢结构工程的制作或安装用钢量≥1500 吨，或建筑

面积≥1.2 万平方米。 

2、大型空间钢结构工程，建筑面积≥5000 平方米。 

3、网架、网壳等空间结构工程，单跨跨度≥50 米。 

4、单体建筑面积≥3000 平方米的钢结构住宅或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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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模较小，但科技含量高，有创新，有特色的其他钢结

构工程。 

八、装配式建筑工程 

1、申报项目应为装配式民用建筑。项目具有一定规模，装

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的住宅建筑规模不低于 30000 平方米，

公共建筑规模不低于 5000 平方米，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不低于

1000 平方米。 

2、申报项目应具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式施工、

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的基本特征，采用的技术体系成熟可靠。

混凝土结构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要求：居住建筑不低于 50%、

公共建筑不低于 45%，钢结构、木结构建筑预制装配率不低于

60%，且达到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其中住宅项目必

须为成品住房，优先支持装配化装修住宅，且入住率在 40%及以

上。 

3、申报项目应按照《江苏省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标准》

DB32/T 3753 开展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评定结果已在江苏省绿

色建筑综合服务平台（https://gbpm.jscst.cn）自我声明，优先支

持综合评定结果达到一星级以上的装配式建筑。 

九、工程总承包 

1、申报项目应为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申

报规模标准如下： 

（1）公共建筑工程：除砖混结构以外的建筑面积≥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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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0 层的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50000 ㎡的群体建筑。 

（2）住宅工程：除砖混结构以外的总建筑面积≥80000 ㎡

的住宅小区或组团，入住率在 40%及以上。 

（3）工业建筑工程：建筑面积≥10000 ㎡或单跨≥24 米的

单体工程，或单位工程总承包合同价≥1 亿元的建设项目。 

市政工程的申报规模标准同“二、市政工程”。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参建单位工作量≥单位工程总承包合

同价的 10%或≥2000 万元的，均可作为参建单位申报。 

2、申报项目应符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 号）要求，工程总承包单位

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

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优先支持

江苏省工程总承包试点企业申报。 

3、申报项目采用总价合同，合同采用国际通行的有风险责

任的工程项目管理合同条件，合理约定具体风险分担内容。申报

的项目管理技术达到同期国内先进水平，项目合同执行成效突

出，在费用、进度控制上体现工程总承包的优势。 

十、全过程工程咨询 

1、申报项目应为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申报规模标准同“一、

房屋建筑工程”“二、市政工程”。 

2、申报项目应包含投资决策咨询（或项目策划）、招标代理、

勘察、设计、监理、造价、项目管理等主要业务中的三项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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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3、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提供勘察、设计、监理或造价咨询

服务时，应当具有与工程规模及委托内容相适应的资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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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区：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 

  

 

 

申报奖项类别        □房屋建筑 □市政 □园林 □城市轨道交通 

                           □交通 □水利 □电力 □通信  

                           □装饰 □安装 □钢结构  

□装配式建筑 □工程总承包 □全过程工程咨询 

申报工程名称(全称)                     

申报单位名称(全称)                     

申报日期                               

申报单位联系人姓名                       

申报单位联系电话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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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承诺书 
 

 

本人             （法定代表人），郑重承诺： 

 

本企业在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创建过程中，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遵守基本建设程序，全面履行各项

应尽义务，自觉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对报送的《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以及评选资料的全

部数据和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我们深知提供虚假资料是严重的

违法违纪行为，此次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本人及本企业愿接

受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扬子杯

评选办法给予的处罚。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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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 
（通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或其它） 
           ㎡ 结构类型/层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报工程造价            万元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施工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施工许可及竣工

验收备案 

施工许可证编号  

竣工验收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建设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参建单位

（一）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参建单位

（二）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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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 

完成人员 

参建主体 承担主要工作 姓名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及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10 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及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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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使用单位）关于工程质量和工程使用的评价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相关行业部门）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申报表一式两份，从“江苏省优质工程、省级工法及新技术应用示范管理系 

统”生成，其中 1 份须与申报材料统一装订，并置于首页。 

2、申报材料原件扫描后上传系统，并按要求提供原件或复印件与申报表一并装订， 

不得提供打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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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 
（仅适用于工程总承包）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或其它） 
           ㎡ 结构类型/层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工程总承包合同价            万元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勘察单位    

工程总承包单位

（含联合体） 

   

   

施工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施工许可及竣

工验收备案 

施工许可证编号  

竣工验收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建设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工程总承包单

位（含联合体）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参建单位

（一）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参建单位

（二）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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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 

完成人员 

参建主体 承担主要工作 姓名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工程总承包单位

（含联合体）及

施工参建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10 人，其中设计不超

过 3 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及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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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承包单位（含联合体）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使用单位）关于工程质量和工程使用的评价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相关行业部门）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申报表一式两份，从“江苏省优质工程、省级工法及新技术应用示范管理系

统”生成，其中 1 份须与申报材料统一装订，并置于首页。 

      2、申报材料原件扫描后上传系统，并按要求提供原件或复印件与申报表一并装订， 

不得提供打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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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 
（仅适用于全过程工程咨询）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或其它） 
           ㎡ 结构类型/层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报工程造价            万元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备注 

全过程工程咨询

单位（含联合体） 

    

    

    

全过程工程咨询

参与单位 

   如全过程工程咨询业

务由一家单位或联合

体完成的，则该栏不

填 

   

   

勘察单位    

如勘察包含在全过程

工程咨询服务合同范

围内，则该栏不填 

设计单位    

如设计包含在全过程

工程咨询服务合同范

围内，则该栏不填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如监理包含在全过程

工程咨询服务合同范

围内，则该栏不填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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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许可及竣

工验收备案 

施工许可证编号  

竣工验收备案编号  备案日期  

建设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全过程工程咨询

单位（含联合体） 

 

 

 
（盖章） 

年  月  日 

全过程工程咨询

参与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主要 

完成人员 

参建主体 承担主要工作 姓名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全过程工程咨询单

位（含联合体） 

项目总负责人及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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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 

完成人员 

全过程工程咨询参

与单位 

（如全过程工程咨

询业务由一家单位

或联合体完成的，

则该栏不填） 

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咨询服务

人员（不超过 5 人）  

  

  

  

  

施工总承包单位 

项目经理及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5 人）  

  

  

  

  

监理单位 

（如全过程工程咨

询服务合同中包含

监理业务，则该部

分内容不填） 

总监理工程师及主要完成人 

（不超过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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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含联合体）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使用单位）关于工程质量和工程使用的评价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相关行业部门）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本申报表一式两份，从“江苏省优质工程、省级工法及新技术应用示范管理系统” 

生成，其中 1 份须与申报材料统一装订，并置于首页。 

2、申报材料原件扫描后上传系统，并按要求提供原件或复印件与申报表一并装订， 

不得提供打印件。 

3、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如为联合体，联合体牵头单位在“项目主要完成人员”中的名 

额应不小于“10 人/联合体中的单位数”。 

4、“全过程工程咨询参与单位”是指与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签订分包合同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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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 

申报资料要求 
     

一、房屋建筑、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工程 

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

式两份）。 

2、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3000 字以内）一

份。 

3、工程立项批文、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 

4、工程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有关申报的参建单位合同复

印件各一份。 

    5、项目经理（建造师）证书复印件一份。 

6、所有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复印件各一份。 

7、工程专项验收合格意见（规划核实、土地核验、消防验

收（消防验收备案）、档案验收等）复印件各一份（实行联合验

收且出具联合验收意见的，提供联合验收合格意见），建设单位

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按规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项目）或环境影响登记表复印件一份。 

8、监理工作总结及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复印件各一份。 

9、竣工验收证明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各一份。 

10、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复印件一份。 



 — 28 —

11、反映申报工程施工工艺、施工组织、材料选用、建筑节

能、绿色施工、建筑智能化、技术措施和质量水平合理性、先进

性的证明（原件）或证书复印件、采用部（省）建筑业 10 项新

技术的证明一份。 

12、反映工程概貌和主要部位照片 10 张。 

13、省或市级优秀设计奖文件和奖状复印件各一份。 

14、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全事

故的证明（原件）。 

15、《业主满意度评价表》（含入住率）原件一份（住宅工

程）。 

二、市政工程 

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式两份。 

2、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3、施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4、工程合同（参建单位提交总分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 

5、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3000 字以内）一

式两份。 

6、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一份。 

7、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复印件一份。 

8、监理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复印件一份。 

9、省或市级优秀设计奖文件和奖状复印件各一份。 

10、反映工程全貌、特点、科技含量及质量的视频（时间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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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拷入 U 盘。 

11、反映工程全貌及关键部位质量情况的彩照 10 张。 

12、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全事

故的证明（原件）。 

三、园林工程 

    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式两份。 

    2、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3、工程合同（参建单位提交总分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 

    4、工程概况、工程特色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材料（3000

字以内，附文字说明的工程照片）。 

    5、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一份。 

    6、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复印件一份。 

    7、工程质量监督意见或设区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工程

质量意见。 

    8、省或市级优秀设计奖文件和奖状复印件各一份。 

    9、反映工程全貌及局部特色的光盘一张，内容含照片 10 张，

以及照片对应的文字说明文档（照片均应为工程竣工后的实景照片，

且要求 3M 以上彩色、JGP 格式）。 

10、如果申报的是“其他具有创新示范指导作用的园林绿化精

品工程”则需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 

11、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全事

故的证明（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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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式

二份）。 

2、施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3、项目合同书复印件一份（应能证明参评工程量和承包单

位的合同关系）。 

4、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3000 字及 PPT）。 

5、各子单位工程验收报告复印件。 

6、设计单位工程设计质量评估报告、监理工程质量评价报

告复印件。 

7、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或总结复印件。 

8、工程验收竣工备案表复印件一份。 

9、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应用情况。 

10、20 张以上反映施工过程、主要部位、工程竣工的彩色照片。 

11、工后及运营期监测资料复印件一份。 

12、电子 U 盘一份（须将上述 1-11 项资料内容全部录入）。 

13、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全事

故的证明（原件）。 

五、装饰专业工程 

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式

二份）。 

2、工程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书、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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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份。 

3、工程建造师（项目经理）证书复印件一份。 

4、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一份。 

5、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和装饰所属房屋建筑工程的竣工验收

备案表（单独立项的装饰工程应有单独的竣工验收备案表）、消

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室内环境检

测报告、审计部门出具的工程结算书等复印件各一份。 

6、在建筑产业现代化、绿色建筑、绿色施工、技术创新等

方面取得成果的书面资料和证明材料。 

7、反映申报工程特征和效果的彩色照片 10 张以上并附文字

说明，拷入 U 盘。 

8、幕墙、建筑智能化工程的申报资料除满足上述要求外，

还应当提供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的业内资料： 

（1）幕墙类。四性报告、结构胶相容性试验报告、锚固拴

拉拔试验报告、有关节能合格的证明、隐蔽工程的性能检测记录、

幕墙计算书。 

（2）建筑智能化类。设计、系统方案论证，综合等级评估，

系统检测，系统的设备性能、规格说明，不少于三个月的系统连

续运行记录证明。 

9、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全事

故的证明（原件）。 

六、安装专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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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式

两份）。 

2、安装工程所属工程的施工许可证（电力安装工程提供有

关部门的立项批文）复印件一份。 

3、安装工程合同书复印件一份（应能证明参评工程量和承

包单位的合同关系，若系分包单位则应有与总承包单位签订的合

同书复印件，若系工程总承包单位申报还需提供反映安装工程量

的工程决算证明）。 

4、工程概况、工程特色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材料（3000

字以内，附文字说明的工程照片）。 

5、中标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书、安全考核 B 证复印件各

一份。 

6、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等相关方确

认的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一份。 

7、安装工程所属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一份。 

8、安装工程内容涉及消防工程的，需提供消防验收（消防

验收备案）材料复印件一份。 

9、反映该工程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情况的书面资

料和证明材料。 

10、10 张以上反映施工过程、主要部位、工程竣工情况的彩

色照片。 

11、电子 U 盘一份（须将上述 1-10 项资料内容全部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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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全事

故的证明（原件）。 

七、钢结构专业工程 

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式

两份）。 

2、申报资料 1 份，资料内容要求如下： 

（1）申报资料封皮（封面）； 

（2）目录（注明页码）； 

（3）钢结构所属工程的施工许可证；（4）合同复印件一份； 

（5）申报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6）钢结构分部工程验收记录复印件； 

（7）钢结构所属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8）钢结构所属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 

（9）钢结构工程建造总结 1 份，主要内容包括：工程介绍

（包括立项、合法性介绍、工程概况与设计特点，工程重要特色

部位等），主要施工过程介绍，工程质量控制措施与方案（含施

工组织方案、安全与技术专项方案等），隐蔽部位的施工质量控

制措施介绍，科技创新成果及信息化应用等介绍，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施工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措施介绍，

分项、分部工程或主体结构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情况，项目实施

过程中已取得的荣誉和奖励，相关方满意程度介绍等； 

（10）钢结构分部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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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钢结构分部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测报告； 

（12）钢结构分部工程观感质量验收记录； 

（13）工程彩色照片 5—8 张 5 寸或 6 寸的，照片可打印（须

清晰）或粘贴，其中工程全貌的照片不少于 2 张，特色照片不少

于 3 张，照片须附简要说明； 

（14）若工程已获得 QC 活动成果奖，请附获奖证书的复印

件； 

（15）若项目已完成科技成果鉴定，请附科技成果鉴定资料

复印件； 

（16）监理单位的工程质量评定文件复印件； 

（17）业主等相关方满意度评价复印件； 

（18）工程图纸：提供首页，及平、立、剖各一张（图纸上

应有设计单位并盖公章，承担设计的注册工程师签字并盖章，审

图单位并盖章）； 

（19）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

全事故的证明（原件）。 

八、装配式建筑工程 

1、《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表》（一

式两份）。 

2、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3000 字以内）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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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配式建筑预制装配率计算书，项目达到一星级及以上

绿色建筑标准的证明文件，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自我声明书（终

评）。 

4、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实施总结报告。 

5、工程立项批文、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 

6、工程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有关申报的参建单位合同

复印件各一份。 

7、项目经理（建造师）证书复印件一份。 

8、所有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复印件各一份。 

9、工程专项验收合格意见（规划核实、土地核验、消防验

收（消防验收备案）、档案验收等）复印件各一份（实行联合验

收且出具联合验收意见的，提供联合验收合格意见），建设单位

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按规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项目）或环境影响登记表复印件一份。 

10、监理工作总结及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复印件各一份。 

11、竣工验收证明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各一份。 

12、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复印件一份。 

13、反映申报工程部品部件生产工艺、施工工艺、施工组织、

材料选用、建筑节能、绿色施工、建筑智能化、技术措施和质量

水平合理性、先进性的证明（原件）或证书复印件一份。 

14、反映工程概貌和主要部位照片 10 张。 

15、省或市级优秀设计奖文件和奖状复印件各一份，或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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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以上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工程证明材料一份。 

16、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无质量、安全事

故的证明（原件）。 

17、《业主满意度评价表》（含入住率）原件一份（住宅工

程）。 

九、工程总承包 

1、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应提供“一、房屋建筑”和“二、

市政工程”所要求的申报资料，其中申报表应按适用于工程总承

包的格式提交，并应提供工程总承包合同和总承包工程质量情况

的文字资料。 

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复印件一份。 

3、项目设计、施工融合情况总结一份，主要包括：项目介

绍，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专家评审意见（专家签字），项目设计优

化意见，项目费用、进度控制措施及效果分析（含造价经济指标

分析、工程费用控制要点和结算情况等内容），项目推广建筑信

息模型（BIM）技术应用情况等。 

十、全过程工程咨询 

1、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应提供“一、房屋建筑”和“二、

市政工程”所要求的申报资料，其中申报表应按适用于全过程工

程咨询的格式提交。 

2、全过程工程咨询中标通知书、合同（应能证明包含全过

程工程咨询中的哪几项业务）复印件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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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负责人（合同中的相应人员资格要

求）注册证书复印件一份。 

4、全过程工程咨询工作内容及咨询管理纲要和管理考核制

度复印件各一份。 

5、全过程工程咨询中每个分项（如设计、监理或造价咨询

等）的管理记录和考核记录复印件各一份。 

6、全过程工程咨询中应用的主要技术或软件应用介绍。 

7、全过程工程咨询工作总结一份，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全过程工程咨询的内容； 

（2）全过程工程咨询的发包方式； 

（3）本项目实施全过程工程咨询的目标； 

（4）本项目组织架构，包括建设单位、承包商、全过程工

程咨询单位之间的组织关系，全过程工程咨询组织内部关系以及

工作界面划分，并说明理由； 

（5）集成不同工程咨询业务的方法和效果，可从组织模式、

技术方法、工具等角度说明，也可从业务类型说明，如在项目策

划、招标代理、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监理、造价咨询、项

目管理等业务中分别采用了哪些有助于不同业务集成的方法和

工具； 

（6）取费方式，说明本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取费方

式； 

（7）本项目实施全过程工程咨询的重点、难点及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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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数 
 

工程类别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合计 

房屋建筑工程 31（3） 21（2） 11（2） 16（2） 44（3） 14（2） 5（1） 7（1） 9（1） 9（2） 10（2） 7（1） 6（1） 190（23） 

市政工程 6（1） 4（1） 2（1） 4（1） 10（2） 4（1） 2（1） 2（1） 3（1） 3（1） 2（1） 2（1） 2（1） 46（14） 

园林工程 6（2） 4（2） 5（2） 3（1） 6（2） 4（2） 2（1） 2（1） 3（1） 3（1） 2（1） 2（1） 3（1） 45（18） 

装饰装修专业工程 15（2） 7（1） 4（1） 7（1） 21（3） 6（1） 1（1） 3（1） 1（1） 6（1） 2（1） 2（1） 0 75（15） 

安装专业工程 
（不含电力安装 
专业工程） 

10（3） 5（1） 2（1） 2（1） 7（2） 6（1） 2（1） 5（1） 2（1） 5（1） 2（1） 1（1） 1（1） 50（16） 

其中：电力安装 
专业工程 

5（1） 5（1） 

钢结构专业工程 2（1） 1（1） 2（1） 1（1） 3（1） 1（1） 0 1（1） 2（1） 4（2） 1（1） 1（1） 1（1） 20（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10（4） 

装配式建筑工程  5 

工程总承包 房建 3 项，市政 2 项 5 

全过程工程咨询 房建 4 项，市政 1 项 5 

其他 交通 6 项，电力 4 项，水利 1 项，通信 1 项 12 

注： 表格中括号内的数字为推荐备选项目数，不计入表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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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2021 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项目汇总表 
 

申报单位：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申报类别：房建/市政/园林/装饰/安装/钢结构/城市轨道交通/装配式建筑工程 

序号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
主要参建人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如：备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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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2021 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项目汇总表 

（仅适用于工程总承包） 

申报单位：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总承包单位

（含联合体） 
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 

主要参建人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建设单位

工程总承包单

位（含联合体）

及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

                     

                      

                      

                      

                      

           

           

注：参建单位是指与工程总承包单位签订分包合同，且达到前述工程总承包专项申报规模标准中“参建单位”工作量的施工分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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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2021 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项目汇总表 

（仅适用于全过程工程咨询） 

填报单位：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序

号 

工程

名称 

全过程工程

咨询单位（含

联合体） 

全过程工

程咨询参

与单位 

施工总

承包单

位 

监理

单位

主要参建人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建设

单位

全过程工程

咨询单位（含

联合体） 

全过程工

程咨询参

与单位 

施工总

承包单

位 

监理

单位

                        

                         

                         

                         

                         

              

注：1、“全过程工程咨询参与单位”是指与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签订分包合同的单位。如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由一家单位或联合体完成

的，则该栏不填。 

2、“监理单位”栏及“主要参建人员”中的“监理单位”栏仅在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不含监理业务、建设单位单独发包监理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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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年度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申报联系人

单 位 姓 名 联 系 电 话 邮 箱

江苏省住建厅质安处
李 明
汪 涛

025-51868639
025-51868611 jsjstzac@163.com

江苏省住建厅科技处
丁惠敏
胡 浩

025-51868661
025-51868529 1297312099@qq.com

江苏省住建厅建管处 齐银涛 025-51868872 811019217@qq.com

江苏省住建厅设计处 曹敏娜 025-51868712 635260114@qq.com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赵铁松 025-86633539 835655882@qq.com

江苏省市政工程协会 丁 伟 025-83235087、13186498000 309706123@qq.com

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 张晓阳 025-86211159、13912988843 11878715@qq.com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专委会

王开材 025-83278512、13770703970 251499186@qq.com

江苏省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沈维先 025-86377102、13770782877 jszszx@163.com

江苏省安装行业协会 陈 华 025-86819700、15850955353 729117800@qq.com

江苏省建筑钢结构混凝土协会 高 原 025-83278645、13813916426 47459557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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