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咨询
成果奖获奖项目公示名单

特等奖（2项）

1 甘肃敦煌众控100MW塔式光热发电项目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特等奖

2 引绰济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特等奖

一等奖（15项）

1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智慧阿拉善（一期）PPP

项目实施方案
内蒙古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2 呼和浩特市“文化客厅”建设项目 内蒙古建研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奖

3
新疆准东煤田五彩湾矿区三号露天煤矿（神华
新疆公司准东露天煤矿）一期工程规模800万吨

/年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4 省304线四道河子至多伦诺尔段公路 锡林郭勒盟乾图交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5
蒙西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修编（配电网规

划）
内蒙古电力集团经济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一等奖

6 呼和浩特地区输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修编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7
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
络线白音查干至安业段工程可行性研究咨询评

估报告
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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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尔台煤矿西南区开采可行性研究报告 鄂尔多斯市神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一等奖

9 通辽市库伦旗嘎海山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一等奖

10
乌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内蒙古联烽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11 赤峰西站综合开发市政道路工程 内蒙古华地方圆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一等奖

12
伊金霍洛旗西线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13
美林体育旅游有限公司全国第十四届冬运会高
山滑雪比赛场地（美林谷滑雪场）可行性研究

报告
内蒙古中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等奖

14
2018年包头市S211省道（力德南路-210国道）

道路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包头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一等奖

15
鄂尔多斯电业局职工体能综合训练中心可行性

研究报告
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一等奖

二等奖（20项）

1
内蒙古汇能集团长滩发电有限公司2*66万千瓦

新建机组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2
呼和浩特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
内蒙古建研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3
准格尔旗昶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选煤厂可行性

研究报告
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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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宝山国际种苗特色小镇规划咨询 内蒙古华地方圆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5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二等奖

6
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哈素海水库-金山开发区供

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7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收购

综合咨询服务
内蒙古电力集团经济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二等奖

8 呼准鄂铁路东胜东站连接线工程 锡林郭勒盟乾图交通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9 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 内蒙古联烽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0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内蒙古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1
呼和浩特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整合建设规划

（2017-2020年）
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12 锦界电厂煤场封闭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鄂尔多斯市神东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二等奖

13
内蒙古苏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吨/年杂盐资

源化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14
五原县鸿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农产品熟制葵花
籽加工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改造项目申请报告

巴彦淖尔市万易投资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二等奖

15
二连浩特可再生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苏尼特右

旗2号微电网实施方案
内蒙古恒瑞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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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内蒙古自治区嘎仙洞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7-

2026年）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业监测规划院 二等奖

17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防火航空遥感智能监

控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内蒙古筑业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二等奖

18
内蒙古乌兰恰特群众艺术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内蒙古博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19
乌拉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

修复方案
内蒙古天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二等奖

20
内蒙古华康源科技有限公司硫酸20万吨/年、氯
磺酸2万吨/年、氯化亚砜8000吨/年、硫化碱3

万吨/年、蓝色基2000吨/年项目
内蒙古中实工程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三等奖（29项）

1
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速公路集宁至阿荣旗联
络线大板至查白音他拉段工程可行性研究咨询

评估报告
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2 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盟市间转让保障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三等奖

3
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节水灌溉工程发展规

划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三等奖

4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数聚小镇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项目
内蒙古建研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5 巴林左旗林东镇古文化街规划咨询 内蒙古华地方圆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6
呼和浩特攸攸板22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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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水河县城关镇北坡古村落改造、修缮、保护

综合项目
内蒙古联烽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8 中蒙俄电网互联互通跨区供电研究
内蒙古电力集团经济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奖

9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项目预

算标准
内蒙古电力集团经济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奖

10
鄂尔多斯市鸿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贾家渠煤矿
采空区灾害综合治理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

告
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11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满足电力设施需求的分析研

究
内蒙古电力集团经济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奖

12
沿黄公路道路两侧景观提升绿化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内蒙古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13 鄂尔多斯电业局综合实训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4
牙克石市鸿程工业固废填埋场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内蒙古筑业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15 赛汗塔拉水系生态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包头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三等奖

16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员会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呼和浩特市海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17 通辽市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镇污水处理工程 内蒙古维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18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锡林湖、湿地生态水
系治理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内蒙古中实工程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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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赤峰家育种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家育种猪
集团当铺地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中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20
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工业园区道路及排水

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
内蒙古维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21
内蒙古莫旗尼尔基渠首水电站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三等奖

22 卓资县大榆树林胡古塞旅游项目 内蒙古联烽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23
阿鲁科尔沁旗天山城区道路及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内蒙古华地方圆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三等奖

24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事业“十三五”纲要主要

发展指标和重大工程中期评估项目
内蒙古建研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25
蒙牛乳业（磴口巴彦高勒）有限责任公司有机
牛奶生产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升级改造试点示

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巴彦淖尔市万易投资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三等奖

26
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牧

业产业强镇建设方案（2018-2021）
内蒙古中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27
赤峰市东北环线输气管道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报告
内蒙古中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28
包头市东河区排水突出问题系统解决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
包头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三等奖

29
乌拉特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综合服务楼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和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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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24项）

1 神华锡林浩特风电场一期225MW风电项目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2
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盟市转让二期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3
赤峰市巴林左旗琥珀沟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4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宝日希勒煤田区疏干水配置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5
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6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建设项目补充可行性

研究报告
内蒙古建研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7
蒙西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修编（输电网规

划）
内蒙古电力集团经济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优秀奖

8
赤峰市元宝山区污水处理厂中水综合利用供水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9
变电站综合能源利用、节能措施和控制策略研

究
内蒙古电力集团经济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

司
优秀奖

10 内蒙古自治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11
内蒙古宝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采空区灾害

综合治理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
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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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布林水库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13 科右前旗河湖连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14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吉庆峡水库可

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优秀奖

15
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所检验检测基地可行性研

究报告
内蒙古中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16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医院装修、改造、翻建

业务用房项目
内蒙古昌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优秀奖

17 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东环路建设项目 赤峰鑫石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18
内蒙古伊东集团窑沟扶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

矿辅运系统改造方案设计
内蒙古煤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19 满洲里市江河湖库水系连通规划 呼和浩特市丰泽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20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水源地至水厂输水管

线工程PPP项目实施方案
内蒙古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21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实训基地规划建设方案 内蒙古博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22 乌审500kv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23
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可追溯
平台及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报

告

巴彦淖尔市万易投资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优秀奖

24
省道505线甸子镇十家至黑里河镇大坝沟段公路

改建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咨询评估报告
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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