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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 2017 为东北院喝彩
匆匆这年

向发愤图强的东北院人致敬

时光匆匆，
岁月流转，
2017 早已和我们告别，
可总有些情结令人难以忘怀。经历过的才是最珍
免不了又要盘点一番。回望 2017，
不放弃、
不气馁，
贵的。岁末年初，
辞旧迎新，
东北院人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努力奋斗，迸发出难以置信的创造伟力；天道酬勤，在过去一年，东北院各方面都悄无
声息地发生着变化，
点点滴滴，
了然于心。都有哪些值得大 12的345我们一67道7道8

银川塔——
—攀登新高度
丝路明珠观光塔设计高度为 481.6m袁 建成后将会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高塔遥
丝路明珠观光塔将是全国第二个采用钢筋混凝土内核心筒及钢结构外框筒以及连
接两者之间的组合楼层组成的高耸结构遥 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袁我院充分利用
中建集团大营销平台袁发挥全系统要素整合优势袁积极与系统内优势单位合作袁齐
心协力袁成功承接下银川市地标性项目要要
要银川市丝路明珠观光塔工程项目遥 本项
目是我院原创设计的新高度袁也是我院结构设计的新高度遥 东北院将以此为起点袁
仰望蓝天袁进一步攀登摩天建筑的新高度遥

齐商大厦——
—原创刚露尖尖角
项目是山东淄博齐商银行总行客户服务及运营中心袁位于淄博金融中心地
块袁总占地面积约 2.075 公顷袁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袁建筑高度或超过
300 米遥 项目定位为淄博市地标性建筑袁集银行总部尧商务酒店尧高档写字楼尧配
套商业为一体的智能化尧绿色节能的超高层建设项目袁将成为淄博 CBD 中的最
高建筑遥 在高手齐集的投标竞争中袁我院投票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袁获评 44.60 分袁
其中华东院获 39.71 分袁同济大学院获 36.50 分袁最后我院成功中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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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金融中心——
—海外市场撷英
缅甸仰光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的签约袁标志着我院开拓
海外建筑市场取得新进展遥 项目位于缅甸仰光核心区域袁
总建筑面积约 6.27 万㎡袁地上 24 层袁地下 2 层遥 建筑设计
充分尊重并结合当地历史文化特色袁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仰
光乃至缅甸的地标性建筑遥 据叶全球建筑 2020曳报告袁全球
建筑市场年均增长 4.9%袁2020 年将达 12.7 万亿美元遥 野一
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未来 5 年袁累计基建投资需求达 5 万亿
美元袁占 2014 年我国基建投资的 56%遥 野一带一路冶战略是
建筑业重大利好和难得机遇遥 西去的驼铃袁南海的波涛袁好
风凭借力袁扬帆正当时遥

四季越野滑雪场——
—勇敢者的乐园
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袁将成为亚洲首座具有世界
水平的全天候标准化滑雪专业训练场地遥项目坐落在吉林
市船营区北山风景区内袁工程包含室内雪道尧室外雪道尧出
发大厅和造雪机械间四个部分遥 因室内雪洞在地下建设袁
又是既有人防设施改建袁设计难度之大世界罕有袁工程采
用了大量创新技术遥 项目为设计施工总承包袁由中建八局
牵头与东北院等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中标袁尝试了合作联动
营销模式遥这是勇敢者的乐园遥从这里出发袁去雪地里撒野
吧浴 到赛道上驰骋吧浴 敢于尝试袁天地宽广遥

本工程荣获 2017 年度全国优秀勘
察设计行业奖一等奖袁 是我院独立参与
国际竞赛投标中标方案袁 打破了近年国
内同等规模机场设计方案被国外设计公
司垄断的局面遥 郑州机场是一个功能流
线复杂的现代大型空港建筑袁 河南省重
点工程遥建筑采取先扩后改的方式袁并进
行无缝对接袁最终形成一%完整的建筑袁
工程技术复杂袁设计尧建设难度大遥 建筑
&面采用不规'流线设计袁取意于野(河
之水天上来冶袁)得建筑室内外空间极具
个性袁*于动感袁+如涛涛(河之水袁,
意着古-的中华文明源.流长遥 /0中

郑州机场 T2 航站楼——
—中国建筑师的原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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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专家——
—行业翘楚
成为我院继刘克良大师之后的第二批当选专家。
近日，我院王洪礼、
郭晓岩被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中国建筑专家，
王洪礼：中建东北院总建筑5

郭晓岩：中建东北院3务4总工程5

教67高7建筑5
国家一789建筑5

教67高7工程5
国家一789:气工程5

;<省设计大5
中国建筑学会3务理B

;<省工程设计大5

;<省土C建筑学会建筑5分会理B长

;<省?动模@

东北大学尧沈阳建筑大学特D教6

东北大学工学博A

全国89建筑5=试>题组专家

设计大师——
—人才辈出
我院陈志新、汪智慧、
2017 年，
隋庆海、
金鹏、
侯鸿章被评为辽宁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目前我院已有辽宁省设计大
师 17 名。这些同志为推进东北院技术进步，增强东北院核心竞争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东北院大力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已
形成由设计大师、学科带头人、技术骨干、熟练工程师组成的结构合理、能钻善研的人才梯队；形成了用事业凝聚人才，
用机制激励人才，为各类人才创造良好发展空间，让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局面。
陈志新：院4总建筑5尧教67高7建筑5尧国家一789建筑5袁1991 年E业于大连理工大学遥 FG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HI会绿色建筑规划设计学组HI尧;<省建筑标准设计技术HI会HI等袁国家标
准叶JK建筑设计规@曳L编主编遥 主要业M:;<大N院尧;<省博物馆获;<省优秀建筑创作奖尧建设部
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沈阳建筑大学新O区工程获建国 60 P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尧;<省优秀
工程一等奖遥
汪智慧：院4总工程5尧高7工程5尧国家一789结构工程5尧国家89土C工程5渊Q土冤尧基R设施B业部
3务4总经理袁;<省Q土工程S验室主G袁1997 年E业于同济大学遥 FG厦T市土C建筑学会会I尧;<省叶建筑
地基基R技术规@曳编H尧;<省叶建筑基UVW技术规程曳编H遥参与或主X基U工程 300 多项尧重YZ道[\ 2 ]
线 2 期^_设计尧多`高铁明abc道设计尧多`高铁路基设计尧沈阳地铁 4 ]线 7 标d土建设计遥
隋庆海：院4总工程5尧教67高7工程5尧国家一789结构工程5遥 1987 年E业于ef工业大学遥
FG深g市土C学会4主G尧广东省超hijHI会HI遥 k有叶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钢&l结
构结构设计曳等m文遥 主X或参与的深g大运中心主体育馆获n天o奖尧中国建筑学会优秀结构设计一等
奖袁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结构设计二等奖袁深g机场 1 ]候机楼改扩建工程
获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遥
金鹏：院3务4总工程5尧教67高7工程5尧技术发展与质量管理部部长尧国家89公用设p工程5渊q水排
水冤遥 1984 年E业于天r大学遥 FG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HI会HI尧中国建筑学会建筑q水排水研s会理B尧叶建
筑工程设计文t编u深度规定曳专业主编尧叶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分类和编v标准曳编H尧国标叶防空地下室q排水
设计示w曳设计负责人和i核人等遥 主X或参与的中国x大一院Ty内科z{楼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尧本溪*|
国际酒店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三等奖遥
侯鸿章：院4总工程5尧教67高7工程5尧国家89公用设p工程5渊}\空~冤尧第一设计院总经
理遥 1990 年E业于天r大学遥 FG;<省土C建筑学会}\空~专业HI会4主GHI/•书长尧全国专
业标准化技术HI会HI遥k有叶多层车库设计及\风量计算曳等m文遥设计工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科与
法学院楼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尧沈阳工业学院行政办公楼获;<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尧沈阳世界
园艺博览会主入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三等奖遥

2017 年，
我们>有?@3A不BCD，
EF放在心GHIJKLLMN。
2018 年，
我们有?@3值得<O，
岁月会PQR有努力ST的人。
[是我们hijk、
5我们UV过去，
WXYAZ我们[\在一]^_的时`。a的bc大d出了e伟的fg，
lmno、
p力发q的最_时n。
rst总uv在 2018 年新年wx中D，yz都是奋斗出A的。我们有{|}信，R有的努力都不会~•负!
5我们用蓬勃向上的张力、
上下一心的合力、
踏实肯干的S力、敢于创新的活力，奋力攀登，
迎接新时`。
为我们自己喝彩!
再一次为东北院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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