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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务（海洋）系统各单位： 

根据《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创建管理办法》，在各

施工单位申报，项目法人、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相关行业管

理部门和局文明工地创建工作小组检查考评，网上公示的基础上，

结合申报项目日常管理情况，经 2022 年 1 月 28 日上海市水务局

党组会议审定，决定授予泐马河出海闸新建工程等 74 个项目（标

段）为上海市水务（海洋）系统 2021 年度文明工地，并予以表

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 

 



附件：上海市水务（海洋）系统 2021 年度文明工地名单 

 

 

 

上海市水务局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2 年 2月 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水务局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2年 2月 11日印发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1 泐马河出海闸新建工程 上海城投兴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 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 桃浦污水处理厂初期雨水调蓄工程 TP1.1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斯美科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 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 1.2标（进水提升泵房及预处理）工程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5 浦东世纪塘港城大堤海塘达标工程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骏泓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6 长桥水厂 140万 m³/d深度处理一阶段工程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7 南干线改造工程 NGX1.2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8 苏州河段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统工程试验段 SS1.1标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9 崇明岛堡镇港北等四座水闸外移工程（四滧港水闸）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长江河湖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高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 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 ZYSQ1.1标（厂外管道工程）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1 元荡堤防达标和岸线生态修复（二期）工程 上海市青浦区水利管理所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骏泓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2 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1.3标）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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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4 崇明岛堡镇港北闸等四座水闸外移工程（六滧港北闸）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会龙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5 南干线改造工程 NGX1.3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6 南干线改造工程 NGX1.7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17 浦东新区海滨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上海南汇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8 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上海东华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9 南汇东滩 N1库区消纳工程渣土应急圈围工程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长江航道局 上海上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 上海石化海堤安全隐患治理项目海堤主体结构工程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高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21 
崇明东滩启动区市政配套团旺河（潮沟~92塘西河）河道整治工

程 
上海实业东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22 浦东三甲港水闸南侧海塘达标工程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上海浦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珠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3 
2019年黄浦江上游干流（竖潦泾）及大泖港右岸堤防专项维修

工程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蒂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 奉贤区金汇港水闸东侧海塘达标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5 长桥污水处理厂初期雨水调蓄工程 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6 南干线改造工程 NGX1.8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7 凌桥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8 南汇南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 上海浦东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水利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9 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1.5标）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30 崇明岛堡镇港北等四座水闸外移工程（八滧港北闸）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东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1 崇明堡港镇港闸改造工程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2 北新泾（北）雨水泵站迁建工程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3 龙华污水处理厂初期雨水调蓄工程 LH1.1标（厂内） 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4 人民塘随塘河（沪芦高速-E1路河）河道整治工程 上海城投兴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5 桃浦科技智慧城核心区排水系统工程泵站及调蓄池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6 
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 ZYSQ1.4标（深度处理工程及辅助用

房（50万吨污水地块））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7 
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升级补量）工程概算调

整 ZY3.1标 
上海城投竹园污水处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8 青浦区新塘港西段河道整治工程（淀山湖~北浪西河） 上海市青浦区水利管理所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三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9 嘉定安亭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 上海安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40 青浦区新谊河东段（油墩港-西界河）河道整治工程一标段 上海市青浦区水利管理所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贺汇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1 龙水南路泵站迁建工程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42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BLG-C12标 上海白龙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43 青浦区新谊河西段（顾塘港~油墩港）河道整治工程 上海市青浦区水利管理所 上海中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骏泓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44 长兴岛毛竹圩大堤海塘达标工程（二期） 上海长兴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高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45 南干线改造工程 NGX1.1标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斯美科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6 宝山区月浦城区排水系统工程 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47 2019年度拦路港堤防专项维修工程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上海城建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巍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8 浦东机场外侧 3#围区建设用地海塘达标工程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长江航道局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49 赵家沟东泵闸新建工程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50 崇明老滧港南闸改造工程 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高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1 
三八河（吕家浜-华夏中路）和吕家浜（罗山路-达尔文路）河

道综合整治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基建项目和资产

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2 崇明八滧港南闸改造工程 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 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53 崇明区横沙乡建东河（红星河-庆德圩河）河道整治工程 上海横沙农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盐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54 宝山区宝泰河及周边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上海市宝山区水利管理所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高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5 嘉定区江桥镇苏州河支河口泵闸达标工程 上海市嘉定区河道水闸管理所 上海水基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高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6 青浦区新通波塘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上海市青浦区水利管理所 上海青浦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踏建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7 2020年度黄浦江（宝山区）堤防专项维修工程 上海市宝山区堤防水闸管理所 上海海防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振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58 2020年度黄浦江（奉贤区）堤防专项维修工程 上海市奉贤区黄浦江防汛墙管理所 上海浩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珠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59 
2019年度黄浦江（宝山区）堤防专项维修工程（荻泾水闸-飞翼

码头段） 
上海市宝山区堤防水闸管理所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高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0 崇明区 2019年港西镇协北村水系调整工程 上海港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蒂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1 崇明区横沙乡红星河（创建河-建东河）河道整治工程 上海市崇明区农村水利管理所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62 崇明堡镇港南闸改造工程 上海市崇明区海塘管理所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63 青浦区徐泾等镇 2019年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上海市青浦区水利管理所 上海河道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唯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4 张华浜东排水系统工程 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5 
南京西路（乌鲁木齐北路-华山路、西康路-江宁路）排水管道

预防性修复工程 
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洋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6 陈家镇污水处理厂二期及管网工程 上海崇明水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天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67 2020年徐汇区雨污水管网整治工程 上海市徐汇区水务管理中心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68 古羊路（虹许路-古北路）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上海市长宁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上海永达市政建设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9 寿宁路（西藏南路-人民路）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上海市黄浦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上海南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70 永福路（五原路-复兴西路）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上海市徐汇区水务管理中心                                                                   上海徐汇区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71 2020年奉贤区南桥镇等四个街镇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永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72 金山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新城地区四期）一标段 上海金山新城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锦石市政建设养护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73 2020年奉贤区金汇镇及海湾旅游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贤森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4 金山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新城地区四期）二标段 上海金山新城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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