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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工程类别划分 

（一）住宅工程 

住宅工程包括住宅小区、公寓、单体住宅、群体住宅和以

住宅为主的综合楼等工程。 

（二）公共建筑工程 

公共建筑工程包括教育科研、商业服务、医疗福利、文化娱

乐、旅游服务、体育、邮电、客运、办公、会展、广场及纪念性

等工程。 

（三）工业交通水利工程 

工业工程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石化、化工、

电力、机械、建材、核工业、机电、轻纺等工程。 

交通工程包括公路和铁路的线路、桥梁、隧道，铁路编组站，

港口、航道、通航建筑物、修造船水工建筑物及其他水运工程，

机场场道、货运站等工程。 

水利工程包括水坝、水闸、引水、灌溉及排水泵站、堤防等

工程。 

（四）市政园林工程 

市政园林工程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设施、供气、

供暖、给水、排水、水处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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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申报工程规模要求 

 

一、住宅工程 

（一）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或住宅小区组

团； 

    （二）非住宅小区内的建筑面积为 30000 平方米以上的单体

高层住宅。 

二、公共建筑工程 

（一）30000 座以上的体育场； 

（二）5000座以上的体育馆； 

（三）3000座以上的游泳馆； 

（四）1500座以上的影剧院； 

（五）高度 350米以上的电视发射塔或投资 2 亿元以上的其

他构筑物工程； 

（六）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的单体或 20000 平方米以

上的群体古建筑重建工程； 

（七）建筑面积 60000 平方米以上的学校、医院、科研等群

体建筑工程； 

（八）上述（一）至（六）项未列入的，建筑面积 30000平

方米以上的其他单体公共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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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交通水利工程 

    （一）工业工程 

行业、项目            计算单位              规模 

冶金工业 

    烧结                     烧结机面积  平方米            180以上 

焦化                     碳化室高度  米                6以上 

    采矿                     年采矿量  万吨                100以上 

    选矿                     年处理原矿量  万吨            60以上 

    球团                     年产量  万吨                  120以上 

    铁合金                   功率  千伏安                  12500以上 

    高炉                     高炉容积  立方米              2000以上 

    转炉                     转炉容量  吨                  100以上 

    连铸                     年产量  万吨                  50以上 

轧钢                     年产量  万吨                  30以上 

有色金属工业 

   氧化铝厂                   年产量  万吨                 100以上 

   电解铝厂                   年产量  万吨                 30以上 

镁 厂                      年产量  万吨                 1.5以上 

   碳素厂                     年产量  万吨                 15以上 

镍联合企业                 年产量  万吨                 1.5以上 

其它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年产量  万吨                 3以上 

   重金属加工厂               年产量  万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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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算单位              规模 

   轻金属加工厂               年产量  万吨                 10以上 

砂矿采选厂                 年采选矿石量  万吨           100以上 

脉矿采选厂                 年采选矿石量  万吨           100以上 

   岩金矿采选厂               年采选矿石量  万吨           100以上 

   其它有色金属工业           投资  亿元                   3以上 

煤炭工业 

   矿建立井                  井筒深度  米                  500以上 

   矿建斜井                  井筒长度  米                  700以上 

   矿建平硐                  长度  米                      1000以上 

   其它煤炭工程              施工工作量  万元              5000以上 

石油工业 

   油气田主体配套建设工程    年产原油  万吨                30以上 

                             年产天然气  亿立方米          6以上 

   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        管道长度  千米          500 以上(直径 273mm—

323mm，设有首末站) 

                        管道长度  千米          400 以上(直径 406mm— 

508mm，设有首末站) 

管道长度  千米          300 以上(直径 660mm—

813mm，设有 1 座以上

站场、1座以上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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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算单位              规模 

管道长度  千米          200 以上(直径 1016mm

—1219mm，设有 1 座以

上站场、1座以上阀室) 

管道长度  千米          100 以上(直径 1420mm

以上，设有 1 座以上站

场、1座以上阀室) 

其他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   投资  亿元                    3以上 

炼油厂                   年加工原油  万吨              500以上 

其它石油工程              投资  亿元                    3以上 

石油化工工业 

   气体处理工程              日处理量  万立方米            25以上 

  乙烯装置                  年产量  万吨                  30以上 

   聚乙烯装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聚氯乙烯装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聚丙烯装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合成氨装置                年产量  万吨                  30以上   

   合成橡胶                  年产量  万吨                  2以上 

   合成树脂                  年产量  万吨                  2以上 

其它石油化工工业          投资  亿元                    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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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算单位              规模 

化学工业 

煤制油项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煤制烯烃项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煤制气项目                   年产量  万立方               20以上 

PTA项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甲醇项目                     年产量  万吨                 30以上 

乙二醇项目                   年产量  万吨                 30以上 

合成氨尿素项目               年产量  万吨                 30以上 

硫酸项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磷酸项目                     年产量  万吨                 10以上 

醋酸项目                     年产量  万吨                 10以上 

纯碱项目                     年产量  万吨                 20以上 

氯碱项目                     年产量  万吨                 5以上 

聚酯项目                     年产量  万吨                 5以上 

聚氨酯项目                   年产量  万吨                 5以上 

橡胶轮胎加工项目             年产量  万套                 30以上 

其它化学工业项目             投资    亿元                 3以上 

电力工业 

火力发电厂（站）            单机容量  兆瓦                600以上 

水力发电厂（站）            总装机容量  兆瓦              1000以上 

风力发电厂（站）            总装机容量  兆瓦              2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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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项目            计算单位              规模 

光伏发电（站）              总装机容量  兆瓦             100以上 

  变电站                      变电电压  千伏               500以上 

  其它电力工业                投资  亿元                   2以上 

核工业 

  大型商用堆                  单机容量  兆瓦               600以上 

机械工业 

  冶金矿山设备                 年产量  万吨                2以上 

石油化工设备                 年产量  万元                8000以上 

  工程机械                     年产量  万吨                2以上 

  发电设备、大电机厂           年产量  兆瓦           600 以上（不含热电厂） 

  通用设备厂                    投资  万元                8000以上 

  汽车厂                       年产量  万辆               5以上（一般汽车） 

                                                        0.1以上（重型汽车） 

  拖拉机厂                     年产量  万台               1以上（轮胎式） 

                                                        0.1以上（履带式） 

  多缸柴油机厂                 年产量  万台                1以上 

  其它机械工业                 总投资  万元                5000以上 

森林工业 

  独立森工局                  年产木材  万立米            15以上 

  其它森林工业                总投资  万元                1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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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项目            计算单位              规模 

建材工业 

水泥生产线                  日产量  吨                  5000以上 

    玻璃生产线                  日熔量  吨                  500以上 

    矿山生产线                  年产量  万吨                100以上 

其它工业工程              投资  亿元                  1以上 

（二）交通工程 

1、铁路工程 

    （1）长度 50 公里以上的单线或 30公里以上的双线（多线）

新建铁路综合工程； 

    （2）连续长度 80公里以上的扩建铁路（含增建二线）综合

工程； 

    （3）大型编组站、集装箱中心站、动车段综合工程； 

    （4）长度 1500 米以上的铁路特大桥或采用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结构复杂，科技含量高的铁路大桥； 

（5）长度 3000 米以上的单线铁路隧道、2000 米以上的双

线铁路隧道或 1000米以上的多线铁路隧道； 

    （6）长度 100 公里以上的铁路电气化、通信信号、列控工

程； 

    （7）投资 5000万元以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具有示范

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其它铁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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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工程 

（1）全长 3000米以上或单跨 300 米以上的独立特大桥或独

立大型互通立交桥； 

（2）长度 2000米以上的公路隧道； 

（3）长度 5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 

（4）长度 200公里以上的一级公路； 

（5）投资 5000万元以上的大型立交及其它大型交通工程。 

3、水运工程 

（1）年吞吐量 100 万吨以上杂货、300 万吨以上散货或 30

万标箱以上集装箱的沿海港口； 

（2）年吞吐量 60 万吨以上杂货、100 万吨以上散货或 10

万标箱以上集装箱的内河港口； 

（3）沿海通航 10000 吨级以上船舶或内河通航 300 吨级以

上船舶的航道； 

（4）通航 300吨级以上船舶的渠化枢纽或船闸； 

（5）投资 1 亿元以上的修造船厂及其它水运工程。 

4、民航工程 

机场飞行区等级 4D 以上的工程。 

    （三）水利工程 

1、库容 1 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工程； 

2、过闸流量 1000 立方米/秒以上的拦河闸； 

3、装机流量 50立方米/秒以上或装机功率 10兆瓦以上的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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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或排水泵站； 

4、高度 70 米以上土石、100 米以上混凝土或浆砌石的水工

大坝； 

5、重现期 50年以上的一级或二级堤防工程； 

6、投资 1 亿元以上的其它水利工程。 

四、市政园林工程  

    （一）桥面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立交桥或 20 万平方

米以上的城市道路工程； 

    （二）全长 400米以上或单跨 80 米以上的桥梁工程； 

    （三）长度 800米以上的城市跨河桥； 

    （四）长度 5 公里以上的轨道交通工程； 

（五）日供水 10万吨以上的供水厂或日处理 10 万吨以上的

污水处理厂； 

（六）日处理 1200 吨及以上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 

（七）日处理 1200吨及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 

    （八）占地 5 万平方米以上且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园

林建筑工程； 

（九）投资 1亿元以上的其它市政园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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