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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课题名称
1 常德顺安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排水沟预制盖板一次性安装通过率
2 常德顺安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仿大理石外墙涂料一次验收合格率
3 潮州市利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路面平整度
4 潮州市利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河涌及渠箱清淤一次验收合格率
5 楚雄科正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提高自密实混凝土堆石坝施工工序验收合格率
6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降低渡槽槽身混凝土外观质量缺陷发生率
7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调蓄水池坝体填筑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8 广东博翔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田间道路水稳层施工合格率
9 广东昌基建筑有限公司 降低pe管焊接接头缺陷率
10 广东潮粤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渠背回填土压实度一次验收合格率
11 广东大禹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高大模板垂直度检测工具的研制
12 广东大禹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小型河道清淤施工技术研究
13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防沉降井盖施工一次合格率
14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高压旋喷桩围护施工成桩合格率
15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经编复合防裂布道路施工一次合格率
16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拉森钢板桩围堰施工质量合格率
17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钢管管道施工一次合格率
18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泥水平衡顶管施工一次合格率
19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水泥石屑稳定层施工一次合格率
20 广东德浩建设有限公司 降低混凝土路面病害发生频次
21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研制装配式混凝土道路压浆新技术
22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人行道铺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3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管养房水隔泵验收合格率
24 广东丰立达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泵闸预埋螺栓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5 广东丰立达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水田耕植土土质改良合格率
26 广东高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水毁道路修复施工用时量
27 广东广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排涝闸混凝土外观质量合格率
28 广东广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软土地基穿堤涵闸施工质量合格率
29 广东广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石灰固化土路面施工一次合格率
30 广东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仿木栏杆一次安装合格率
31 广东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箱涵混凝土涵身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32 广东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路面一次施工合格率
33 广东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坝顶路基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34 广东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涵身钢筋一次安装合格率
35 广东鸿升建设有限公司 降低混凝土路面裂缝产生
36 广东汇晟建设有限公司 降低热熔焊接PE输水管质量缺陷率
37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污水管道防腐涂层施工一次合格率
38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分散式污水处理设备出水水质合格率
39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路面高聚物注浆施工一次合格率
40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排污管结构性缺陷修复施工一次合格率
41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高标农田初步治理施工一次合格率
42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高标农田土壤维护一次合格率
43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管道紫外固化法施工一次固化率
44 广东惠晟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仙村镇农污水处理设备磁分离效率
45 广东金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截污井施工质量合格率
46 广东金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管井混凝土灌注桩施工合格率
47 广东金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丘陵地河道护坡混凝土外观合格率
48 广东九万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双胶圈截污管道安装效率
49 广东聚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箱涵混凝土外观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50 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提高田间道路面平整度合格率
51 广东立乔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钢筋砼污水管安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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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广东茂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河边松木桩护岸施工质量合格率
53 广东鹏兴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外墙饰面砖施工外观质量合格率
54 广东鹏兴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厌氧池防水混凝土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55 广东鹏兴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混凝土管道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56 广东平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生态混凝土护坡一次合格率
57 广东森大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污水管道牵引管施工拉管一次成功率
58 广东森大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方形隐式井盖铺装观感质量合格率
59 广东省本江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水库道路基层一次成型合格率
60 广东省本江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堤防路缘石铺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61 广东省本江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大面积山塘段回填施工质量
62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垦造水田软基区混凝土生产路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63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农垦项目田埂构筑一次验收合格率
64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平水闸闸墩混凝土外观质量合格率
65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水下爆破施工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66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压力钢管焊接接口一次验收合格率
67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水闸闸门质量验收合格率
68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海堤防浪墙混凝土表面平整度合格率
69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泵站流道模板安装合格率
70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塑性防渗墙渗透系数
71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渡槽槽身预应力灌浆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72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浆砌石护坡一次验收合格率
73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砼U型板桩施工桩头破损率
74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塑料模板支撑下分洪箱涵混凝土外观质量优良率
75 广东圣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提高筏板基础预制导墙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76 广东圣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提高市政绿化混凝土地坪施工合格率
77 广东圣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提高卵形路平石一次铺装合格率
78 广东圣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提高污水管网施测精度
79 广东胜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降低农用承插排污混凝土管渗水量
80 广东胜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小流域疏浚清淤施工工程量
8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超深地下连续墙钢筋网片HST连接施工方法
8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混凝土箱涵分缝质量一次合格率
83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II、III类围岩小断面隧洞的掘进速度
84 广东腾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主坝施工土工膜焊接质量一次合格率
85 广东腾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污水处理管道铺装初验合格率
86 广东新江永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U型渠施工验收合格率
87 广东新江永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混凝土排水管道接口施工质量缺陷率
88 广东新荣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农污集水池防腐施工一次合格率
89 广东新荣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耐腐蚀配水管道安装效率
90 广东鑫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沥青路面摊铺一次验收合格率
91 广东兴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浆砌片石坐浆法施工一次合格率
92 广东兴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河涌堤顶不锈钢栏杆施工一次合格率
93 广东一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自来水改造工程消火栓安装合格率
94 广东一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自来水管道检查井回填压实度验收合格率
95 广东益鑫源工程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提高电排站冲孔灌注桩基础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96 广东泽森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彩色透水混凝土道路外观合格率
97 广东泽森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方形检查井盖外观质量一次合格率
98 广东泽森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排污钢管接口处理一次合格率
99 广东泽森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农村污水厌氧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合格率
100 广东泽森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沥青路面井盖周边外观合格率
101 广东泽森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格栅加筋挡土墙施工合格率
102 广东泽森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承插式混凝土管闭水试验一次通过合格率
103 广东长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钢带连接螺旋波纹管闭水试验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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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广东长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基槽施工井点降水合格率
105 广东中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排渠清淤验收合格率
106 广东中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街巷人行道地砖铺装一次成型返工率
107 广东中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热熔管道接口的合格率
108 广东中京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农污波纹管道安装质量合格率
109 广东中林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水泥稳定粒料结构层表观质量合格率
110 广东中林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现浇雨水口施工中易拆卸模板的研制
111 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泵房筒体外观质量合格率
112 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水池池壁混凝土施工质量合格率
113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边柱柱脚加固兼做外架连墙件拉结点的新方法
114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施工现场用电量
115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剪力墙阴阳角施工质量
116 广西珠委南宁勘测设计院 提高河东护岸船吊生态格宾石笼一次吊装合格率
117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桥梁预制墩柱生产精度一次合格率
118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主桥泄水管一次安装合格率
119 广州坚磊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砼护坡外观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120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沉井井壁混凝土外观一次合格率
121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顶管施工合格率
122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沉井施工合格率
123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灌注桩截桩施工效率
124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深层水泥搅拌桩成桩一次合格率
125 广州市卓建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污水管道安装施工合格率
126 广州粤水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水库堤坡养护优良率
127 广州粤水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软土地基处理一次合格率
128 广州珠科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河道底泥减量处理和资源处置技术研究
129 广州珠科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提高北村水系水环境治理工程设计成果质量
130 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 提高缆索起重机运输入仓效益
131 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 提高大坝堆石区压实一次验收合格率
132 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 提升灌浆廊道斜坡段钻机转移效率
133 汉江生态水利（武汉）有限公司 桩机自动精准定位技术
134 汉江生态水利（武汉）有限公司 提高连锁式生态护坡铺筑一次验收合格率
135 汉江生态水利（武汉）有限公司 提高浆砌石护坡验收合格率
136 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提升生态砖护坡联锁块合格率
137 河南利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提高连锁砖外观质量一次合格率
138 河南利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提高河道横断面绘图的工作效率
139 河南利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提高桥梁模板工程量的准确性
140 河南润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预制框格护坡施工质量合格率
141 河南省华通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高压旋喷桩防渗墙工序能力提升
142 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 提高绿化工程乔灌木种植成活率
143 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 降低水池池壁漏水缺陷
144 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 提高钢筋直螺纹连接接头合格率
145 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 提高TPEP防腐钢管焊接质量一次合格率
146 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 提高混凝土拌合站生产效率
147 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提高混凝土螺母块生产效率
148 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提高园林绿化工程草块铺设成活率
149 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提高景观工程中石材缝隙顺直度
150 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 提高静态爆破预裂石方效率
151 河南新黄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渠道衬砌混凝土外观质量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152 河源市华建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升生态格宾笼施工表面平整度
153 河源市水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中小河流重点清淤整治施工合格率
154 湖北楚曜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采用精准供料方法防止小型混凝土坝冷缝发生
155 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长螺旋钻孔压灌桩施工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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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汉江堤顶公路路面基层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157 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沉砼铰链排一次验收合格率
158 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采用新型圆形液压截桩机截除桩头
159 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采用泥砂分离器进行钻孔灌注桩施工二次清孔
160 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坝面防渗涂料施工质量
161 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大型渠道衬砌混凝土分块分缝施工效率
162 湖北昊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磷石膏阶梯式生态护坡施工合格率
163 湖北华夏水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球墨铸铁管道止水圈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164 湖北华夏水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钢闸门喷漆防腐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165 湖北华夏水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泵房基础混凝土外观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166 湖北江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大型灌区混凝土矩形灌排渠外观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167 湖北锦天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渠道衬砌边坡混凝土外观质量的一次验收合格率
168 湖北凯耀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压力箱涵斜坡混凝土外观质量一次合格率
169 湖北山江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斜拉自耦式泵站斜坡混凝土施工合格率
170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提高深层搅拌水泥土防渗墙单桩位置偏差一次合格率
171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降低混凝土灌注桩钢筋笼位置偏差返工率
172 湖北盛达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深基坑深孔爆破石块大块率
173 湖北水建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堤背改性磷石膏填筑一次验收合格率
174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悬挑结构混凝土模板桁架支撑的新技术
175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蜂巢生态砌块挡墙施工垂直度
176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钢闸门二保焊焊接焊缝质量车间终检一次合格率
177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泵站水机安装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178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面板垂直缝铜止水一次验收合格率
179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堤身土方填筑压实度合格率
180 湖北望新建设有限公司 复杂作业环境下非开挖敷设砼管施工质量控制
181 湖北望新建设有限公司 降低临水钢板桩围堰渗漏量
182 湖北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槽墩模板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183 湖北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矩形槽混凝土外观质量合格率
184 湖北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渠坡人工衬砌混凝土面板浇筑一次验收优良率
185 湖北禹龙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路面切缝质量
186 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箱涵钢筋保护层质量一次合格率
187 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湘江东岸钢板桩围堰施工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188 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钢管焊接焊口一次合格率
189 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一种浅层软土地基原位水泥土改良技术
190 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消力池混凝土外观质量合格率
191 湖南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相邻闸边墩同步施工新工艺
192 湖南华意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降低公司纸张成本
193 湖南金地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缩短防汛重要节点工程大堤合拢工期
194 湖南省大宇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土料碾压工序一次验收合格率
195 湖南省洞庭水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提高水闸闸墩模板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196 湖南省洞庭水电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提高建中堤保护圈堤防土方回填压实度
197 湖南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福建平潭项目隧道开挖光面爆破质量合格率
198 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路面一次验收合格率
199 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堤岸防冲格宾石笼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00 湖南兴禹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球墨铸铁给水管道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01 湖南源源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透水混凝土路面基层单元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
202 湖南源源生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四联生态护坡单元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
203 华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地下室防水卷材施工质量合格率
204 华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运用QC指导，提高水泥搅拌桩施工质量
205 惠州大亚湾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提高市政管道铺设施工合格率
206 惠州大亚湾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提高泥水平衡顶管施工成型管道质量合格率
207 惠州市弘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排沙河回填土一次验收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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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预应力混凝土管桩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209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运河河堤护坡砼表面平整度合格率
210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降低河道混凝土挡墙裂缝出现率
211 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波浪桩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212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减小顶管施工轴线偏差值
213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泵站混凝土外观质量合格率
214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降低边坡衬砌砼表面质量缺陷率
215 荆州市长江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公司 提高堤顶路面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验收合格率
216 茂名市水电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提高膜袋混凝土护坡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217 茂名市水电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提高园林绿化苗木栽植成活率
218 茂名市水电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提高迎水坡土工膜一次焊接合格率
219 绵阳佳成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明渠边坡锚杆施工质量合格率
220 宁夏晨禹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护岸边坡稳定性与格宾基础外观质量
221 宁夏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陡坡消力池混凝土养护成本
222 宁夏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土工膜快速收放装置研制
223 宁夏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房屋面防水卷材施工合格率
224 宁夏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工程成本核算偏差率
225 宁夏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沟壁浇筑施工效率
226 宁夏诚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房蒸汽加压混凝土砌块砌筑一次验收合格率
227 宁夏固海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护坡网喷混凝土验收合格率
228 宁夏固海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混凝土自动化养护方法创新
229 宁夏固海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站外墙瓷砖铺贴一次验收合格率
230 宁夏固海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房地基级配砂石回填合格率
231 宁夏固海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土工膜焊接一次验收合格率
232 宁夏浩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木模板手工钻孔工具研制
233 宁夏浩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空心砖砌体内预埋线管施工工艺创新
234 宁夏浩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边坡锚栓施工合格率
235 宁夏浩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房构造柱混凝土浇筑合格率
236 宁夏浩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工程施工降水利用率
237 宁夏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小型混凝土路面振平机研制
238 宁夏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泵房内配电柜底部封堵新方法的研究
239 宁夏荣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泵房墙板开孔装置研制
240 宁夏荣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农田工程轮式开沟机研制
241 宁夏荣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墙体预埋线盒合格率
242 宁夏荣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房混凝土柱梁钢筋笼绑扎合格率
243 宁夏鑫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碾压混凝土施工优良率
244 宁夏鑫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加压泵站管道焊口合格率
245 宁夏鑫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农田整治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
246 宁夏鑫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农田水利混凝土道路浇筑施工效率
247 宁夏鑫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柱墙模板垂直度检测方法创新
248 宁夏鑫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冬季施工混凝土柱梁合格率
249 宁夏中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活动式小型管道焊接支架研制
250 宁夏中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软土土质回填压实度合格率
251 宁夏中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泵房屋面细石混凝土浇筑质量
252 宁夏中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便携式可重复利用施工围栏研制
253 宁夏中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田间大口径PE管焊接合格率
254 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降低搅拌站接地电阻值
255 陕西华海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减小小型有压隧洞超挖量
256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基础土方回填一次验收合格率
257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钢筋混凝土U型渠施工质量验收一次合格率
258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PE排水管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59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坝基采空区垂直孔口管固管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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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灰土挤密桩施工一次合格率
261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路面表面平整度
262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溢洪洞光面爆破炮眼痕迹保存率
263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钻孔灌注桩一次成孔合格率
264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和平沟泵站混凝土外观质量缺陷率
265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装配式植草护坡绿化覆盖率
266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攻克鱼巢式植草预制箱组合型生态护岸质量问题
267 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隧洞二衬混凝土一次浇筑外观合格率
268 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河道防洪格宾石笼挡墙施工优良率
269 深圳市金中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坝顶劈裂灌浆施工合格率
270 深圳市金中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DN200管道验收合格率
271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 降低白石港变电站直流屏故障率
272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 降低施工项目部安全隐患率
273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 提高东湖低排泵站挡墙混凝土外观质量
274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 提高碾压混凝土防渗区变态混凝土施工质量
275 四川安格建筑有限公司 降低项目部施工工人班前安全教育一次考核不合格率
276 四川缔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站屋顶防水施工质量合格率
277 四川缔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浆砌卵石步道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278 四川东成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西昌市官坝河段水质检测达标率
279 四川衡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格宾石笼护岸一次验收合格率
280 四川杰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水下格宾石笼护岸施工效率
281 四川邛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水利灌溉预制矩形槽一次性安装合格率
282 四川万宝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降低现浇砼涵洞中埋式止水铜片安装返工率
283 四川万宝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堤防砂卵石填筑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284 四川万宝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利用既有混凝土管高效运输钢管施工技术创新
285 四川万宝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农田灌溉输水管道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86 四川万宝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砼桥面铺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87 四川圆瑞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防洪堤顶青条石栏杆施工效率
288 四川正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M10浆砌块石挡墙外观质量合格率
289 四川正益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降低单根锤击预应力管桩插打时长
290 武汉市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堤防护坡六角块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291 武汉市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清水混凝土挡墙表观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292 新疆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重力坝埋石混凝土施工效率
293 宜昌晟泰水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三维植被网铺设验收合格率
294 宜昌晟泰水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雷诺护垫单元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295 宜昌晟泰水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浆砌石护坡验收合格率
296 宜昌市东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渠道护坡混凝土施工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297 永州市水利水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莲湖涌清淤施工质量合格率
298 云南建投第二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表面止水施工质量合格率
299 云南建投第二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清水池边墙抗渗性
300 云南建投第二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大口径螺旋焊管焊接质量一次合格率
301 云南建投第二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人工挖孔桩成孔效率
302 云南建投第二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虹吸滤池单体结构混凝土外观质量优良率
303 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降低碾压混凝土内部温度
304 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高粉质粘土心墙料一次验收合格率
305 长江地球物理探测（武汉）有限公司 降低归化水库高密度电法重复测量数据均方相对误差
306 长江国际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泄水闸过流面混凝土表面平整度
307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渠道防渗加固施工一次合格率
308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生态植生块护坡一次验收合格率
309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湖滨湿地带修复生态木桩围护施工质量合格率
310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生态浮床一次验收合格率
311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HZSP桩一次沉桩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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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排水板验收的优良率
313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提高极软岩隧洞单月开挖进尺
314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基于3DE平台的弃渣场植物措施可视化设计方法
315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缩短乌东德水电站电气施工图纸设计周期
316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减少万一中至驸马片区库岸及消落区综合整治工程设计工
317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水工隧洞造价预测的新方法
318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两河口水电站安全信息管理系统研发
319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减少小木桩护岸桩间距
320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缩短龙塘水库及灌区工程三维设计周期
321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减小乌东德水电站攀枝花市金河村～新隆村路基挖填方量
322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提高广水市宅基地权籍调查表作业效率
323 长江三峡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提高滇中引水工程区域活动宽大断裂深孔岩芯取芯率
324 长江岩土工程总公司（武汉） 提高快速预测勘察工程中隧洞涌水量的精度
325 中城建十五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倒虹吸管结合部位土方填筑一次验收合格率
326 中国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钢筋保护层的合格率
327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L型挡土墙模板安装质量
328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装配式鱼道预制梁可调节整体模板的研发
329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大坝横缝止水防偏移滑升装置的研发
330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埋石混凝土外观质量验收合格率
331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复杂料源石粉含量双向动态调节技术的研发
332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外墙真石漆+岩彩漆外观质量合格率
333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升大坝变态混凝土芯样获得率
334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新型箱式弯管的研制
335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止水铜片施工质量一次合格率
336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磷石膏抹灰起泡率
337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混凝土外观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338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废旧木方拼接再生工艺的研究
339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房屋维修客户满意度
340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钢管柱环梁钢筋制安施工效率
341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玄武岩纤维短切纱改性沥青混合料的研究
342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城中村供水改造工程中管道严密性合格率
343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连续降雨天气路基填筑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
344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升强涌水、涌砂地质沉井封底合格率
345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超深防渗墙成孔率
346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控制高海拔峡谷地区砂石系统粉尘排放
347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风机机组防雷接地施工质量一次合格率
348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减少砂质地层喷射砼掉块率
349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球墨铸铁给水管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350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工程建设照片归档质量
351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城中村立管改造质量的研究
352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内墙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353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非洲多雨地域土坝回填一次验收合格率
354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预应力锚栓一次安装精度合格率
355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污水管网检查井外观质量
356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成都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高塑料管道一次闭水试验合格率
357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成都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型锚索注浆孔口封闭装置研制
358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成都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高砂卵石地层人工顶管施工一次合格率
359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成都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高深孔帷幕斜孔钻孔一次验收合格率
360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成都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高强卸荷岩体边坡锚索成孔功效
361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启闭机房免装修混凝土外观缺陷频率
362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巨型机组风罩层混凝土外观缺陷频率
363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输水隧洞系统锚杆一次验收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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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挖掘机雾炮装置的研制
365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隧道衬砌环向施工缝一次验收合格率
366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扣件式高支模架体一次验收合格率
367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大坝混凝土裂缝发生率
368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大桩径抗浮锚杆”一次验收合格率
369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大坝保温苯板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
370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拱坝大模板施工事故隐患率
371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现浇泡沫轻质土表面施工合格率
372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硬质岩人工碎石中径含量合格率
373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喷射混凝土喷射效率
374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高原区域压力钢管超耐磨环氧涂料防腐质量优良率
375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流纹岩过渡料直采筑坝爆破技术创新
376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严寒地区进出水口混凝土浇筑外观优良率
377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支护锚杆钻孔一次合格率
378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堤防试验段石渣填筑“孔隙率”
379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隧洞钻爆开挖单元工程合格率
380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减少趾板混凝土单位面积气泡数量
381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普通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
382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U型罐车动力系统故障率
383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减少引水隧洞全圆针梁台车衬砌底部120度表面气泡
384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钢筋直螺纹丝头一次验收合格率
385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厂房混凝土拆模外观质量一次验收通过率
386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帷幕灌浆钻孔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387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粘土心墙填筑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388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渡槽槽身U型橡胶止水带安装一次合格率
389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电气控制电缆连接一次验收合格率
390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趾板混凝土外观质量验收合格率
391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空箱式导流墩混凝土浇筑优良率
392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沥青混凝土心墙芯样现场快速提取装置研制
393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厂房涨壳式中空预应力锚杆一次安装成功率
394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地下厂房双层防腐预应力锚索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395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减小崩解岩开挖超挖值
396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暗渠管道两侧回填土压实度一次验收合格率
397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特大断面导流洞光面爆破半孔率
398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减少隧洞喷射混凝土回弹率
399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底板过流面平整度验收合格率
400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新型电缆沟研制
401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混凝土预制构件外观质量得分率
402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自动轻型动力触探仪装置研制
403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桥面铺装混凝土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404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路床弯沉验收一次合格率
405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桥梁桩基破桩头后钢筋验收合格率
406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一种大型柱体加固连接件的研制
407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开挖三队土方日开挖强度
408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金园水混凝土面板结构外观质量得分率
409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提高海域段软基桥背回填一次验收合格率
410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降低生活营地耗电量
411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 提高乌东德水电站机电管路埋件安装质量优良率
412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 缩短高寒强卸荷高边坡单束锚索施工用时
413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 降低洞身边墙衬砌搭接缝缺陷概率
414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 提高气垫式调压室钢管焊缝检测一次合格率
415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 提高盖板混凝土单元工程评定优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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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中交一公局集团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塑性混凝防渗墙施工合格率
417 中交一公局集团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泵站流道斜面板混凝土一次性成型合格率
418 中水建管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钻孔灌注桩钻孔验收一次合格率
419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密排式预制钢筋混凝土U形板桩一次施工验收合格率
420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3D打印预制箱型生态框外观质量合格率
421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堤防防冲板桩沉桩间隙质量百分比
422 中铁十八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TBM喷混效率
423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超深地连墙成槽一次合格率
424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改善超深基坑叠加墙预留接驳器成品保护工艺
425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仰拱预制块成品质量
426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提高地连墙接驳器一次性安装存活率
427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分公司 提高超深地下连续墙一次成槽合格率
428 中原大河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研发渠村分洪闸闸门槽除险加固新技术
429 中原大河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高T型梁施工一次合格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