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区属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面积(㎡) 结构/层次

1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D01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084
装配式剪力墙

20

2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D02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002
装配式剪力墙

19

3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D03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905
装配式剪力墙

20

4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D04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879
装配式剪力墙

20

5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D06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875
装配式剪力墙

20
6 市站 省人大机关新建地下车库项目施工一标段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威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880 地下三层
7 市站 百子亭34号业务用房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539 框架4

8 市站
紫鑫中华广场三期工程1#公寓楼（不含裙

楼）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4177 剪力墙29层

9 市站
紫鑫中华广场三期工程2#公寓楼（不含裙

楼）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0359 剪力墙29层

10 市站 南部新城夹岗区域教育配套建设工程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5577.64 框架5

11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B地块B01及地下

室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0290 框架5

12 市站
NO.2018G16地块项目E地块E03栋及地下车库-

-地下室
南京国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9680 地下2

13 市站
NO.2018G16地块项目E地块E03栋及地下车库-

-E03主楼
南京国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5931 框架8

14 市站 江苏省龙潭监狱高度戒备监区C3组团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华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1889 框架6层
15 市站 江苏省龙潭监狱高度戒备监区老残监区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华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478 框架7层

16 市站
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地

下配件车库
天矗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662.9 框架1

17 市站
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公共租赁住房项目01-

02#
天矗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596 框架6层

18 市站 NO.2003G22地块二期项目商业7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监理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3045 框架2
19 市站 市级机关医院综合楼改造项目 江苏省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1615 框架7层
20 市站 马群综合换乘中心公交停保场建设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6537 框架1—2层/2
21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A地库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025.19 框架地下1层

22 市站
河西南鱼嘴金融集聚区（NO2016G97地块)G项

目G-5#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4563.9

框架剪力墙32
层

23 市站 南京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实训基地综合楼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8500.59 框架4层

24 市站
地铁四号线孟北站地块保障房（二期）项目

商住楼A地块A-3#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普兰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7936.67 剪力墙2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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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A01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828.43 剪力墙20/1
26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A02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251.98 剪力墙20/1
27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A03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242.68 剪力墙20/1
28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A04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784.3 剪力墙20/1
29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A05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324.25 剪力墙20/1
30 市站 百水工业园地块保障房一期项目A06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975.17 剪力墙20/1
31 市站 南京大学新建仙林校区众创空间二期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金丰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847.19 框架2

32 市站
河西南鱼嘴金融集聚区NO.2016G97地块G项目

G-4#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3652

框架剪力墙31
层

33 市站 南京港边防检查站机关营房迁建工程 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第一建设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2810 9
34 市站 南京市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监理咨询 72183.73 框架14层
35 市站 南京城墙博物馆改扩建工程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房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717.64 2层

36 鼓楼 白云亭文化文艺中心二期工程（装配式）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20050 框架8层

37 鼓楼
鼓楼区北京西路72号城镇低效用地在开发项

目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新华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35942 框架3

38 鼓楼 NO.2010G32 07-08、07-09地块A#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6063.4 剪力墙33
39 鼓楼 NO.2010G32 07-08、07-10地块B#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8997.9 剪力墙33

40 鼓楼
江边路3号地（NO.2010G33)05-05、05-06地

块项目2#楼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马鞍山迈世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5846.72 剪力墙49/2

41 鼓楼 NO.2010G59地块项目6#楼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江苏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7193.11 框架16/1

42 鼓楼
江边路3号地（NO.2010G33)05-05、05-06地

块项目3#楼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马鞍山迈世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5846.72 剪力墙49/2

43 鼓楼
江边路3号地（NO.2010G33)05-05、05-06地

块项目1#楼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马鞍山迈世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1101.65 剪力墙49/3

44 鼓楼
南京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园B02、B03地块（金

浦河西总部大厦）项目-A栋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3367.14 框剪25

45 鼓楼
南京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园B02、B03地块（金

浦河西总部大厦）项目-B栋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6461.23 框剪24

46 建邺 NO.2017G07地块项目3#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52461.5 剪力墙32/-3
47 建邺 NO.2015G68项目（B-12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9146 剪力墙18
48 建邺 NO.2015G68项目（B-13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9263 剪力墙18
49 建邺 NO.2015G68项目（B-16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5846 剪力墙16
50 建邺 NO.2017G07地块项目4#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12537.3 框架6/-3

51 建邺
南京一中分校项目施工总承包-4#、2#-3实验

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4211 框架5

52 建邺 NO.2015G68项目（B-21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9133 剪力墙18
53 建邺 NO.2015G68项目（B-22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8512 剪力墙17
54 建邺 NO.2015G68项目地块（B-18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2049 剪力墙16
55 建邺 NO.2015G68项目地块（B-19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8572.8 剪力墙17



56 建邺 NO.2015G68项目地块（B-11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5840.1 剪力墙16
57 建邺 河西新城仁恒江湾城社区中心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7991.42 框架10

58 建邺
南京一中分校项目施工总承包-6#行政楼、7#

综合楼、8#宿舍楼、9#宿舍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4186.7 框架5

59 建邺
南京一中分校项目施工总承包-5#报告厅、

10#风雨操场及食堂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868.7 框架5

60 建邺
南京一中分校项目施工总承包-2#-2楼、11#

楼、12#楼、13#-1~13#-4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44516.3 框架5

61 建邺 NO.2015G68地块项目（地下车库）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公司 63440.2 框架2
62 建邺 NO.2015G68地块项目（B-15栋）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公司 12541.6 剪力墙17

63 秦淮 南京NO.2016G98地块E地块E2-02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849 框架3

64 秦淮 南京NO.2016G98地块B地块B7-02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1830 框架3

65 秦淮
秦淮区观门口危旧房改造地块经济适用住房

项目（A0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6829.34 框架30/2

66 秦淮
秦淮区观门口危旧房改造地块经济适用住房

项目（A07）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6324.4 框架30/1

67 秦淮
秦淮区观门口危旧房改造地块经济适用住房

项目（A08）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5244.8 框架33/1

68 秦淮
秦淮区观门口危旧房改造地块经济适用住房

项目（A1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0336.1 框架31/1

69 秦淮
江苏华岳中林太阳能科技应用研发展示中心

建设项目
南京桥新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6425.4 框架11/3

70 秦淮
秦淮区观门口危旧房改造地块经济适用住房

项目（A0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5175.8 框剪32/1

71 玄武 北京东路8号达明大厦项目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4541.8 框架14/7
72 玄武 N0.2019G16地块项目C01栋 江苏华为建设有限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742.35 剪力墙7/-1
73 玄武 N0.2019G16地块项目C05栋 江苏华为建设有限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4179.09 剪力墙8/-1
74 江心洲 科技发展岛南部小学项目（教学楼）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4725.48 框架5层

75 江心洲
科技发展岛南部小学北部初级中学A-初中单

体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0101.37 框架6层

76 江北新
区

南京美术馆新馆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97312 框架4/2

77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2#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378 装配剪力墙24

78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4#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385 装配剪力墙24

79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5#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311 装配剪力墙24

80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7#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110 装配剪力墙24

81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8#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6224 装配剪力墙32



82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9#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1299 装配剪力墙31

83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10#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1158 装配剪力墙31

84 江北新
区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公寓（1号地块）项目-11#
楼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1010 装配剪力墙31

85
江北新
区

南京化学工业园王山头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A-07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190 框剪24

86
江北新
区

南京化学工业园王山头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A-09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207 框剪24

87
江北新
区

南京化学工业园王山头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A-06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2177 框剪29

88
江北新
区

基于液体活检及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基因检测
试剂盒的研发和产业化工程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正建设工程管理（苏州）有限公

司
38570 框架7

89 江北新
区

NO新区2018G06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27#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790 装配式剪力墙
34

90 江北新
区

NO.2014G39地块项目B-7#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江苏钟山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9896 框剪20

91 江北新
区

NO.2014G39地块项目B-11#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江苏钟山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9892 框剪20

92 江北新
区

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1#住宅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3475 框架5

93 江北新
区

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9#住宅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2637 剪力墙27

94 江北新
区

商务中心项目02#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0683 框剪15

95 江北新
区

药谷活力源项目施工总承包A-2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448 框架4-8

96
江北新
区

创新药物分子砌块研发、工艺研究和开发平
台建设项目12#地下车库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1052 框架地下一层

97 江北新
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新中学项目—E#楼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3256.09 框架2

98
江北新
区

南京国际健康城科技创新中心工程总承包项
目（A座）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7342.68 1-6/1-9层

99
江北新
区

创新药物分子砌块研发、工艺研究和开发平
台建设项目（4#研发厂房一）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7804.89 地上八层

100 江北新
区

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7#住宅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1468.9 剪力墙27/2

101 江北新
区

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8#住宅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2346.7 剪力墙27/2

102 江北新
区

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幼儿园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5399.6 框架3/1

103 江北新
区

NO.2014G39地块A-7#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钟山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13261.04 框架-剪力墙12

104 江北新
区

NO.2017G41地块-C2地块2#楼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市华升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0342.84 框架-剪力墙
17/2层

105 江北新
区

NO.2017G41地块-C2地块5#楼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市华升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2303.58 框架-剪力墙
25/2层

106 江北新
区

生物医药谷加速器六期1#楼 南京市第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4575.58 框架7/1层



107
江北新
区

江北新区2018G04地块项目（A地块）三期A-
13#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1637.27 框剪26/1

108
江北新
区

江北新区2018G04地块项目（A地块）三期A-
14#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1637.27 框剪26/1

109
江北新
区

江北新区2018G04地块项目（A地块）三期A-
15#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0747.23 框剪24/1

110 江北新
区

南京软件园儒商科技大厦3#楼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方圆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11457.5 框架8层

111 江北新
区

柯莱特软件园A-A-1# 南京恒永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9257.32 框剪21/2

112 江北新
区

柯莱特软件园A-A-2# 南京恒永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9589.21 框剪21/2

113 江北新
区

柯莱特软件园A-A-3# 南京恒永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1417.04 框剪4/2

114 江北新
区

柯莱特软件园地下室 南京恒永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9797.04 框剪-2

115 江北新
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新小学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第一建设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67514.08 框架5层

116
江北新
区

南京化学工业园王山头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A-01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4019.26 框剪31/1

117
江北新
区

南京化学工业园王山头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A-02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493.78 框剪32/1

118
江北新
区

南京化学工业园王山头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A-11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380.36 框剪21/1

119
江北新
区

南京化学工业园王山头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A-12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019.35 框剪32/1

120 浦口 江苏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新校区工程食堂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995 框架3
121 浦口 NO2018G11地块项目1#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4927 框剪32
122 浦口 NO2018G11地块项目2#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4602 框剪32
123 浦口 NO2018G11地块项目3#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4927 框剪32

124 浦口
江浦高级中学新建体艺综合大楼、3号教学
楼，篮球场及校园改造出新工程项目体艺综

合大楼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3054 装配框架5

125 浦口 NO.2016G30地块项目2# 南京沧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东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157.96 框剪5
126 浦口 NO.2016G30地块项目3# 南京沧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东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941.74 框剪5
127 浦口 兰桥雅居六期A组团一期保障房项目2#楼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中南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5935.82 KJ18
128 浦口 兰桥雅居六期A组团一期保障房项目4#楼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中南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7392.7 KJ18
129 浦口 兰桥雅居六期A组团一期保障房项目5#楼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中南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4809.69 KJ18
130 浦口 浦口区海院西路配建小学建设工程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18033.51 KJ4

131 浦口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浦口校区（08栋学生

宿舍）
江苏省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973.53 KJ7

132 浦口 NO.2017G24地块项目20#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0489.1 KJ35
133 浦口 NO.2017G24地块项目22#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5229.2 KJ35



134 浦口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新校区工程图

书行政楼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2719.71 框架11/1

135 浦口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新校区工程礼

堂文体馆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7097.65 框架3

136 浦口 浦口区中医院扩建二期工程5#儿童中心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20269.1 框剪13

137 浦口 大唐置安智能科技大厦项目-3#楼 中国十七治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北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811.34 11层
138 浦口 NO.2016G30开发项目5#楼 南京沧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东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789.6 框剪5层
139 浦口 大唐置安智能科技大厦项目-1#楼 中国十七治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北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1762.52 20层

140 浦口 南京集成电路国际城研发园（一期）地下室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标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8664.74 框剪3层

141 浦口 NO.2018G11地块购物中心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80321.84 框架8/3层
142 浦口 南京强制隔离戒毒所H#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威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529.24 框架4/0层
143 浦口 南京强制隔离戒毒所G#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威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529.24 框架4/0层
144 浦口 南京强制隔离戒毒所N#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威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529.24 框架4/0层
145 浦口 南京强制隔离戒毒所P#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威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529.24 框架4/0层
146 浦口 NO.2019G30地块项目（一期）3#楼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044.58 18/1层
147 浦口 NO.2019G30地块项目（一期）5#楼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7011.13 18/1层

148 栖霞 NO.2012G01地块金浦御龙湾二期G区G02号楼 南京市漆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13234 剪力墙32

149 栖霞 NO.2012G01地块金浦御龙湾二期G区G03号楼 南京市漆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13232 剪力墙32

150 栖霞 迈皋桥NO.2017G53地块项目A-7#楼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694
装配式剪力墙

11

151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地块7#
楼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盛运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924 剪力墙11

152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地块

14#楼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盛运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924 剪力墙11

153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G地块

3#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5215 剪力墙11

154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G地块

6#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7915 剪力墙11

155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G地块

8#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895 剪力墙11

156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G地块

9#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895 剪力墙11

157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G地块

地库（21-80/CV-BT）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7053 地下1层

158 栖霞 NO.2012G01地块金浦御龙湾二期地下车库 南京市漆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19221 地下2

159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地块

15#楼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盛运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924 剪力墙11



160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地块

16#楼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盛运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928 剪力墙11

161 栖霞
栖霞区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H地块

23#楼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盛运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361 剪力墙11

162 栖霞 南京市NO.2017G29A地块项目A-1#楼 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25407 框架21
163 栖霞 南京NO.2017G29B地块项目B-2#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4894.4 抗震墙33
164 栖霞 南京燕子矶新城租赁住房项目1#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890.41 抗震墙17/1
165 栖霞 NO.2017G53地块项目一标段A-5#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1541.9 抗震墙23/2
166 栖霞 NO.2017G53地块项目一标段A-1#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7046.2 抗震墙27/2

167 栖霞 迈皋桥NO.2017G53地块项目A-4#楼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5051.3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24层/2层

168 栖霞 迈皋桥NO.2017G53地块项目A-2#楼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1154.8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26层/3层

169 栖霞 迈皋桥NO.2017G53地块项目A-6#楼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4088.4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23层/4层

170 栖霞 南京市燕子矶新城租赁住房项目6#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822.39 20/1层
171 栖霞 紫金城市广场3号办公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3980.69 地上8层
172 栖霞 NO.2017G29B地块项目B-7#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4708.3 框剪33
173 栖霞 NO.2017G29B地块项目B-4#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4598.1 框剪33
174 栖霞 NO.2018G23地块项目B区住宅工程1#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8708 框剪4
175 栖霞 NO.2018G23地块项目B区住宅工程2#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8708 框剪4
176 栖霞 NO.2018G23地块项目B区住宅工程8#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8708 框剪4
177 栖霞 NO.2018G23地块项目B区住宅工程9#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8708 框剪4
178 栖霞 南京燕子矶新城租赁住房2#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495.19 地上26/1
179 栖霞 南京燕子矶新城租赁住房3#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570.3 地上26/1
180 栖霞 南京燕子矶新城租赁住房5#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570.3 地上27/1

181 栖霞
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J地块地下车库工程
（D1-D34(南)-E1-D34(北）/D-A-3-X）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3818.63 框架剪力墙1层

182 栖霞 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J地块J-4#工程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2898.73
框架剪力墙32

层

183 栖霞 红枫片区保障性住房J地块J-8#工程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3049.41
框架剪力墙32

层
184 雨花 臧家巷华严寺地块项目A-A12栋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国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276 框架14
185 雨花 臧家巷华严寺地块项目A-A9栋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国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845 框架19

186 雨花 吾悦广场（板桥新城）S2-2 常州市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10726 框架23

187 雨花 吾悦广场（板桥新城）S2-3 常州市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10725 框架23

188 雨花 吾悦广场（板桥新城）地下室 常州市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78768 地下二层

189 雨花 南京市宁南小学项目综合楼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8029 框架5



190 雨花
岱山保障性住房片区配套初级中学（教学楼

、食堂）
通州建总集团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7356.67 框架5/1

191 雨花 NO.2018G18地块A-3#楼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福建闽能咨询有限公司 10338.12
装配式剪力墙

29

192 雨花 NO.2018G18地块A-4#楼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福建闽能咨询有限公司 12528.9 装配式剪力墙
33

193 雨花 NO.2018G18地块A-5#楼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福建闽能咨询有限公司 14504.31 装配式剪力墙
33

194 雨花 NO.2018G18地块A-6#楼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福建闽能咨询有限公司 15493.32 装配式剪力墙
33

195 雨花 NO.2018G18地块A-7#楼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福建闽能咨询有限公司 15834.28 装配式剪力墙
33

196 雨花 马家店规划第二小学项目A5#教学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捷星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426.05 框架4/1层

197 雨花 马家店规划第二小学项目A3#教学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捷星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053.58 框架4/2层

198 雨花
赛虹桥街道南西营村2017G70地块项目工程1#

楼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432.7 框架25层

199 雨花 铁心桥小学扩建工程，B-1、教学楼、学生食
堂

南京邦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987.09 框架5层

200 雨花 马家店规划第二小学项目A2#综合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捷星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655.09 框架4层

201 雨花 马家店规划第二小学项目A6#食堂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捷星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4886.62 框架3层

202 雨花
赛虹桥街道南西营村2017G70地块项目工程2#

楼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8145.6 框剪26层

203 雨花
赛虹桥街道南西营村2017G70地块项目工程3#

楼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460.3 框剪27层

204 雨花 南京市宁南小学项目风雨操场-食堂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4160 4层

205 雨花 南京市宁南小学项目教学楼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8535.6 4层

206 溧水 丽景雅苑拆迁安置房5#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714 剪力墙18层
207 溧水 丽景雅苑拆迁安置房7#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4707 剪力墙18层

208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1#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525 框剪17

209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3#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6036 框剪17

210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4#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242 框剪17

211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5#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443 框剪18



212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6#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801 框剪18

213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7#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592 框剪18

214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9#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592 框剪18

215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11#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962 框剪18

216 溧水
溧水区天生华府棚户区危旧房改建安置工程

12#
南京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493 框剪18

217 溧水
溧水开发区长安环保搬迁工程（一期）项目

综合楼工程
南京福瑞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广厦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5628 框架4

218 溧水 丽景雅苑拆迁安置房2#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714 剪力墙18层
219 溧水 NO.溧水2019G02地块-B地块一标段22# 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864 剪力墙19
220 溧水 NO.溧水2019G02地块-B地块一标段23# 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389 剪力墙17

221 溧水
溧水区新水厂（30万吨/日水处理及管线工

程）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办公楼）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建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705 框架3

222 溧水 新建超高清液晶显示器生产项目14#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一点园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1429 钢结构1
223 溧水 新建超高清液晶显示器生产项目10#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一点园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206 框架4

224 溧水
新建年产120000套新能源动力电池系统箱体

生产线项目1#厂房
南京正康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8336 框架4

225 溧水
开发区特高压重大施工装备科技研发及仓储

物流中心项目（一期）综合楼
江苏大才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正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170 框架6

226 溧水 定制智能家居项目3号厂房
江苏通州二建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金丰华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56694.21 框架3

227 溧水 秦淮佳苑五期01#楼 江苏大才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正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5197.3 KJ18/2
228 溧水 秦淮佳苑五期地下车库 江苏大才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正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825.6 KJ18/2

229 溧水
新建南京国际物流港工业仓储配送中心项目

2#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1151.9 钢结构1

230 溧水
新建南京国际物流港工业仓储配送中心项目

5#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029.05 钢结构1

231 溧水
新建南京国际物流港工业仓储配送中心项目

4#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321.9 钢结构1

232 溧水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生产综合实验中心项目 南京泉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3996.2 KJ6/1
233 溧水 溧水区商业幼儿园新建工程项目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正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899.64 KJ3

234 溧水 南堡翠城棚户区安置工程08栋住宅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裕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2755.83 剪力墙18层

235 溧水 南堡翠城棚户区安置工程10栋住宅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裕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2760.1 剪力墙18层

236 溧水 南大校友经济产业园A地块A1栋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东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5424.98 剪力墙19层



237 溧水 02#厂房工程 江苏强浩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东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665.83 框架5层
238 溧水 06#厂房工程 江苏强浩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东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540.86 框架5层
239 溧水 08#厂房工程 江苏强浩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东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897.16 框架4层
240 溧水 南京农业大学作物表型组学研发中心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2745.55 框架11/1层

241 溧水 中山水苑棚户区安置工程B区3#楼 南京天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078.82/
1517.93

框剪11/2

242 溧水 中山水苑棚户区安置工程B区4#楼 南京天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堃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772.91/
1253.62

框剪11/3

243 溧水 南堡翠城棚户区安置工程01栋住宅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峪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1993.73 框剪17

244 溧水 南堡翠城棚户区安置工程06栋住宅 南京明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峪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6383.36 框剪18

245 溧水 开发区前进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主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1021 框架6
246 溧水 开发区前进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910 框架1

247 溧水
溧水区无想国际创业小镇建设工程-文化街区

（A、B、E、H区）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平川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5875 框架2

248 溧水 溧水国际中心B2地块办公A塔楼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方圆建设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
28367 剪力墙20层

249 溧水 溧水国际中心B2地块办公B塔楼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方圆建设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
28367 剪力墙20层

250 溧水 溧水NO.2019G02项目B-1#楼 江苏省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850.51 框剪19
251 溧水 溧水NO.2019G02项目B-2#楼 江苏省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腾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864.69 框剪19
252 溧水 宏进锦绣家园九期商业1 南京盛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5872.3 框架17层

253 溧水
溧水区精神病防治院易地搬迁改扩建项目-病

房楼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971.11 框架 6层

254 溧水 溧水区周家山生态公墓园建设项目（1#楼）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731.5 框架2层
255 溧水 溧水区周家山生态公墓园建设项目（2#楼）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649.2 框架2层
256 溧水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科技创业园建设项目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993 12层

257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西地块B区

B03#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9957 框剪16

258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西地块B区

B05#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0222 框剪16

259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西地块B区

B06#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0222 框剪16

260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西地块B区

B07#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9641 框剪16

261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

程项目27#楼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建嘉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6501 剪力墙11

262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

程项目29#楼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建嘉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6501 剪力墙11



263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

程项目24#楼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建嘉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7364.95 剪力墙11

264 高淳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

程项目25#楼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建嘉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7998.15 剪力墙11

265 高淳
NO.高淳2019G05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和悦

澜庭3#楼）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南京广顺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6550.19 框剪6

266 高淳 高淳2019G14地块项目4#楼 南京华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衡设计集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764.32 框剪8
267 高淳 高淳2019G14地块项目5#楼 南京华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衡设计集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558.79 框剪8

268 江宁
南京地铁小镇青龙片区东流一期安置房建设

项目A-6#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建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1901 剪力墙27

269 江宁
南京地铁小镇青龙片区东流一期安置房建设

项目A-3#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建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1710 剪力墙27

270 江宁 N0.2017G45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地块4#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4210
装配式剪力墙

18
271 江宁 陶吴农民安置房项目A-01#楼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6385 框剪9
272 江宁 陶吴农民安置房项目A-02#楼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6338 框剪9
273 江宁 陶吴农民安置房项目A-地下车库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8658 地下1
274 江宁 优传大厦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0013 框架14
275 江宁 江宁高新园智能电网生产产品项目2#楼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国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082 框架8
276 江宁 NO.2017G71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1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源监理有限公司 14752 框剪26
277 江宁 淳化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安置房一期地库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8381 地下1
278 江宁 淳化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安置房一期1#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0588 框剪16
279 江宁 淳化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安置房一期3#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0588 框剪16
280 江宁 淳化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安置房一期5#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1244 框剪17
281 江宁 淳化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安置房一期8#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9101 框剪17
282 江宁 顺丰物流供应链智能设备生产项目厂房1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51139 框架3

283 江宁 NO.2018G54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地块3#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8990

装配式剪力墙
16

284 江宁 NO.2018G54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地块8#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5899

装配式剪力墙
16

285 江宁 NO.2018G54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地块9#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5899

装配式剪力墙
16

286 江宁
NO.2016G73商办地块1#及地下室二区（43-

61/AH-DL）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04209 框剪20

287 江宁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一期项目5#博士公

寓及食堂及地下室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房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5570 框架7

288 江宁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一期项目1#双创及

地下室教育楼及地下室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房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7672 框架5

289 江宁 汽车整车电磁兼容实验室扩建项目厂房3 江苏尚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海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45 框架5
290 江宁 江宁2018G03租赁住房项目A01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201 框剪18



291 江宁 NO.2017G62租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8#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方圆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9694 框剪装配25

292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1#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881 剪力墙11
293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2#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876 剪力墙10
294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4#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789 剪力墙10
295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7#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4746 剪力墙10
296 江宁 江宁2018G03租赁住房项目A02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629 框剪18
297 江宁 江宁2018G03租赁住房项目A03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628 框剪18
298 江宁 中科院南京分院麒麟科技园A3地块1#楼工程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4913 框架10
299 江宁 年产30万只汽车黑匣子项目1#厂房 江苏华奕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南汽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6302.1 框架4
300 江宁 年产100套游乐、休闲设备二期项目2#厂房 江苏红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493.5 框架4/1
301 江宁 N0.2017G45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地块6#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9808.54 框架18/1
302 江宁 N0.2017G45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地块8#楼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2595.7 框架18/1
303 江宁 江宁2018G03租赁住房项目A-11#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649.12 框架18
304 江宁 汤泉路以北拆迁安置房E组团社区中心 江苏尚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6149.21 框架5
305 江宁 东南大学智能装备创新中心科技园1#楼 南京永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赛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691.51 地上5层
306 江宁 东南大学智能装备创新中心科技园3#楼 江苏大才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赛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232.52 地上5层
307 江宁 江宁2018G03租赁住房项目A-13#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637.09 框剪18层
308 江宁 聂村安置房02栋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7449.56 框剪11层
309 江宁 NO.2018G60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3#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国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618.84 框剪18/1层
310 江宁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医科科研综合楼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3265.2 框剪13/1层
311 江宁 建设二期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厂区项目 龙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环泰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7481.9 框剪4-11/1层
312 江宁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一期项目3#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房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912.39 框架4层
313 江宁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一期项目4#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房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4503.92 框架4层

314 江宁 NO.2017G36工程3#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中南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1380.63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24层

315 江宁
联东U谷江宁开发区高标准厂房建设项目9#厂

房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鼎宇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341.9 框架5层

316 江宁
联东U谷江宁开发区高标准厂房建设项目5#厂

房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鼎宇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7984.39 框架6层

317 江宁 江宁2018G03租赁住房项目A-06#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631.8 KJ18
318 江宁 麒麟高新区第二小学建设工程（行政楼） 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北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235.57 KJ4（5）
319 江宁 麒麟高新区第二小学建设工程（教学楼） 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北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281.61 KJ4
320 江宁 年产30万只汽车黑匣子项目2#厂房 江苏华奕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南汽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566.58 KJ7
321 江宁 汤泉路以北拆迁安置房D组团14#楼 淮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拓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3563.37 框剪21/2
322 江宁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能环科研综合楼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8733.32 框剪14/1

323 江宁 NO.2017G20地块九龙湖项目A04-2#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6672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29层

324 江宁 NO.2017G20地块九龙湖项目A05#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5743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29层



325 江宁 NO.2017G20地块九龙湖项目A06#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4733
装配整体式剪
力墙29层

326 江宁 汤泉路以北拆迁安置房D组团11#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13563.37 框剪21/2
327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项目5#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4892.67 框剪10/1
328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项目9#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471.99 框剪10/1
329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项目11#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754.06 框剪10/1
330 江宁 NO.2018G67地块房地产项目12#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766.45 框剪10/1
331 江宁 南京南站宏运学校新建工程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50995.75 装配式框架5层
332 江宁 NO.2018G26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8#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3849.39 框架26/1

333 江宁 上坊36号幼儿园项目 南京弘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6986.4 框架3/1

334 江宁 滨江新城中学教学楼1号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630 框架4层
335 江宁 滨江新城中学教学楼2号楼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024 框架5层
336 江宁 NO.2017G40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A-02# 江苏坤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0369.1 框架24/2层
337 江宁 江宁区委党校开发区项目1#楼 南京海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67347.2 框架6层
338 江宁 江宁区委党校开发区项目2#楼 南京海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32054.38 框架5层
339 江宁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1#厂房 南京浩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上元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7589.26 框架4层
340 江宁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2#厂房 南京浩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上元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44.83 框架9层
341 江宁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地下室 南京浩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上元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6994.14 地下框架1层
342 六合 龙池街道新集片区安置房项目1#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8610 框架10
343 六合 六合区龙池初级中学改扩建工程2#教学楼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976 框剪5

344 六合 中南智谷产业园BC区-6#楼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南京建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3584 框架3

345 六合
六合经济开发区科创园一期B1-B4及02号地下

车库（含人防）项目地库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6783 剪力墙16

346 六合
六合经济开发区科创园一期B1-B4及03号地下

车库（含人防）项目B1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2568 剪力墙17

347 六合
六合经济开发区科创园一期B1-B4及03号地下

车库（含人防）项目B2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491 剪力墙18

348 六合
六合经济开发区科创园一期B1-B4及03号地下

车库（含人防）项目B3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491 剪力墙19

349 六合
六合经济开发区科创园一期B1-B4及03号地下

车库（含人防）项目B4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1752 剪力墙20

350 六合
南京彩程置业延安路以西长江路以北地块项

目A-2#楼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3735.45 剪力墙24

351 六合
南京彩程置业延安路以西长江路以北地块项

目A-3#楼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8376.9 剪力墙25

352 六合 年产40000吨Lyocell短纤维项目-纺丝车间 南京华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6234.35
框架1-3层，局

部6层



353 六合 NO.2019G74地块项目A区1#楼 江苏弘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5780.93
框架11层，局

部7层

354 六合 NO.2019G74地块项目A区2#楼 江苏弘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5264.61
框架10层，局

部8层

355 六合
南京车创高端装备标准化厂房A地块（综合

楼）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江苏金丰华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913.14 框剪5/1

356 六合 六合区龙池初级中学改扩建工程地下车库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289.11 框剪/地下一层
357 六合 NO.2019G74地块项目A区5#楼 江苏弘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公正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7924.46 框剪11

358 六合
南京彩程置业延安路以西长江路以北地块项

目A-5#楼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7371.89 剪力墙29

359 六合
南京彩程置业延安路以西长江路以北地块项

目A-6#楼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1512.52 剪力墙28

360 玄武 南京市第九中学震旦校区体育馆及办公楼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6587 框架3+2

361 高淳
高淳新区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古柏韩村安置

房C-4#楼
中建友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872 框剪5

362 高淳
高淳新区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古柏韩村安置

房C-10#楼
中建友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550 框剪5

363 高淳
高淳新区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古柏韩村安置

房C-12#楼
中建友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183 框剪6

364 高淳
高淳新区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古柏韩村安置

房C-17#楼
中建友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903 框剪6

365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项目二标段9#楼 南京东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兴盛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7917 框剪18
366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项目二标段11#楼 南京东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兴盛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7973 框剪18
367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项目二标段12#楼 南京东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兴盛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7973 框剪18
368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一标段地下车库 南京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33934 框剪1

369 浦口 桥林柳岸听莺景苑小区保障房工程2#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6024 框剪18

370 浦口
桥林柳岸听莺景苑小区保障房工程社区服务

中心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196 框剪10

371 浦口 桥林柳岸听莺景苑小区保障房工程商业中心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150 框剪5

372 浦口 浦口区巩固7号地块保障房1#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7789 框剪26

373 浦口 浦口区巩固7号地块保障房2#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915 框剪26

374 浦口 浦口区巩固7号地块保障房3#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915 框剪26

375 浦口 浦口区巩固7号地块保障房6#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915 框剪26



376 浦口 浦口区巩固7号地块保障房12#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0388 框剪28

377 浦口 浦口区巩固7号地块保障房16#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0860 框剪26

378 浦口
浦口区巩固7号地块保障房初级中学综合楼-

教学行政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23883 框架5

379 高淳 双湖雅居二期A区5#楼 南京汤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9715 框剪20
380 高淳 双湖雅居二期A区6#楼 南京汤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9769 框剪24
381 浦口 高华幸福家园三期保障房项目9#楼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045 框剪6
382 浦口 高华幸福家园三期保障房项目10#楼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160 框剪6
383 江宁 游府西街小学上秦淮分校1#楼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4181 K4
384 江宁 游府西街小学上秦淮分校2#楼及地下室 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5665 K4
385 高淳 高淳区城北团结圩安置房项目住宅楼1#楼 南京市第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建嘉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5603 框剪11
386 高淳 高淳区城北团结圩安置房项目住宅楼2#楼 南京市第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建嘉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4940 框剪11
387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一标段C1栋 南京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7963 框剪18
388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一标段C2栋 南京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7962 框剪18
389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一标段C4栋 南京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16796 框剪18
390 高淳 开发区游山路安置房C地块一标段C5栋 南京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17323 框剪18
391 浦口 浦口巩固地块9号地保障房项目11#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11877 剪力墙33
392 浦口 浦口巩固地块9号地保障房项目12#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20804 剪力墙33
393 浦口 浦口巩固地块9号地保障房项目17#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20767 剪力墙28
394 浦口 浦口巩固地块9号地保障房项目18#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12584 剪力墙33
395 浦口 浦口巩固地块9号地保障房项目8#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12882 剪力墙33
396 浦口 浦口巩固地块9号地保障房项目9#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京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 20767 剪力墙33

397 高淳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淳新校区（一期）

工程6#大学生活动中心及食堂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诚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16666.9 框架3层

398 高淳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淳新校区（一期）

工程实训楼A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诚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9437 框架4层

399 高淳 高淳区古柏韩村安置房D标段15#楼 江苏阅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943 框剪11
400 浦口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候郢保障房三期2#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339 K3
401 浦口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候郢保障房三期15#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596 K4
402 浦口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候郢保障房三期16#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596 K4
403 浦口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候郢保障房三期28#楼 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614 K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