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获推荐项目名单 

 

推荐一等优秀项目（按项目拼音字母排列）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百亿阿胶生物科技产业项目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

限公司 

吴蓉、王雪梅、邓洁平、邓贵万、

蒋悦、陈航、肖景兰、张洪、赵文

春、曾辉、夏崇福、刘聪、谯焰、

王攀、汪国伟 

2 
帝斯曼维生素（上海）有限公司

维生素竹子项目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柴健、繆晡、丁伟军、张超、顾超、

罗翔明、马婉骅、戴勍、白桦、丁

颂、金林岚、刘铿、唐晓方、华锋、

汤伟庆 

3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

生物新药创制联合平台建设项

目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

公司 

冯庆、贾洪江、李兵、马红、万里

阳、刘智、何洁莎、周源、胡喜来、

卜凡震、李壮林、梁纯刚、邓小欢、

张纹阳、张波 

4 
厦门欧米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然功能化学品生物工程项目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杨森、孔敏、吴晓军、邓志敏、吴

李、胡俊、方琼、郑金根、陈学、

郑重、王旭豪、章伟江、万恬春、

方鹏迪、顾川川 

5 
石药集团新药制剂配套特色原

料药 FDA 生产中心项目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高海霞、伊廷强、陆雅琨、康佳、

王波、李秀辉、宋淑云、李云明、

杨丹、冯宝旺、 焦丁、宫晓洁、杜

圣杰、秦文瑞、史菱 

6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基

本药物 GMP 技术改造项目（整体

搬迁） 

浙江华亿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赵军辉、王明明、方舒慧、王峰、

梁鹏伟、章成达、王聪、徐志东、

刘博贤、张玉岭、朱景辉、王婷婷、

糜海佳、邵建航 

7 
浙江永太药业有限公司制剂国

际化发展能力建设项目 

浙江美阳国际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胡巧青、肖鹏、洪波、王莺妹、黄

领、李忠、沈亚华、许粲、马骏、

莫小俊、崔涛、肖莉、曹俊平、程

主明、王英 

 

  



推荐二等优秀项目（按项目拼音字母排列）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勃林格殷格翰泰州动物药品研

发生产用房及公用工程建设项

目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李波、王勤、宋杨、吴友何、雷兴

兵、黄力、顾永莉、刘嘉、唐娟、

向晴、胡翠微、王君一 

2 

杭州瑞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2 万吨酒石酸系列产品建设

项目 

浙江华亿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徐志东、刘博贤、张玉岭、沈文芳、

王锋、朱景辉、潘整、章铁军、王

婷婷、唐家俊、叶明洲、黄云 

3 

豪森医药集团新建工程系列项

目（含制剂新厂区与新建研究

院）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王新华、阚晨、薛丹枫、顾超、戴

勍、杨建东、史巍、陈建萍、方萍、

云潆瑶、李非中、钱灵鸣 

4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120D 无菌生

产车间项目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

公司 

彭璐、余露、潘庆、范华伟、肖金

刚、李建军、鲁文、王夏欢子、张

高峰、彭皓、杨丽、徐忠 

5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植物有

效成份提取及保健食品生产项

目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

限公司 

胡宇、樊亮、陈旭、崔莹、张白杨、

明川、于东晓、余健、郜仅杰、左

绪华、李沙舟、杨旗 

6 
齐鲁制药生物医药产业园之制

剂生产园项目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

限公司 

魏娜、唐建川、梁其辉、王遗、石

胡欣、孙浩、蒋林均、蒋宇培、李

蕾、何家俊、陈民佳、陆一惟 

7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恒欣药业有

限公司新建化药车间项目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高飞、许青、胡福恒、李尚星、杨

颖昭、赵泽宁、周茜、曹仁亮、周

莉、肖曦、李秀辉、孙晓通 

8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科

技园（血液制品）工程项目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罗弼璠、黄万全、郑佳、黄力、谌

华良、随小霞、卢勤、万群香、唐

娟、赵梦竹、李林、蔡蒙 

9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激

素系列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山东新华医药化工设计有限

公司 

刘伟、徐义涵、周忠迎、赵明明、

米菊、孙振涛、胡小毅、刘权、陈

静、李和舜、金茂涛、张宗观 

10 
天坛生物疫苗产业基地项目

107#疫苗生产厂房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王宇泽、杨勇、刘文军、骆富平、

董秀芳、郑长华、邹宏、张永林、

林耀珠、张占英、刘叶语、曹龙 

11 
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杨

凌万隆工业园项目 
吉林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赵莉莉、王健、刘星、王延春、刘

希超、沈颜军、孙熙照、康楠、赵

晶、方海珊、王昊、戚丹 

12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厂区项目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

公司 

刘元、李忠德、郭强、韩娅迪、张

元、李建军、陶新伟、鲁文、杨丽、

熊超、黄竹生、何流 



13 

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

司年产 15 亿袋（片、粒）固体

制剂及 1.4亿支中药物提取注射

剂项目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多兆明、周效良、陈康麟、万强、

王玉松、周锋、谢雨东、夏晓寒、

盛江、周光、方鹏迪、郑重 

 

 

推荐三等优秀项目（按项目拼音字母排列）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贝达药业国家一类新药盐酸埃

克替尼片剂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浙江华亿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刘传富、汤青、金凯、王夕麟、王

婷婷、潘整、张玉岭、张楠 

2 
赤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退城入

园搬迁技术改造三期项目 

河北天俱时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彭婷、李俊飞、赵志、余流香、路

铁铮、赵盛领、梅丽霞、杨博 

3 
复旦大学张江平台金创大厦装

修工程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程华、阚晨、尤超、周炜、丁颂、

刘缨、方萍、云潆瑶 

4 合肥京东方医院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

司 

许晓峰、王大刚、陈贤臣、王隺、

陈洪涛、李金明、林红、周宝昌 

5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无菌车

间扩建项目（一期） 

河北天俱时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蔡进、周兰霞、田凯华、古高锋、

张云龙、常永峰、丁向奎、崔盛 

6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 3 万吨牛磺酸食品添加剂项

目 

汇智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武汉

分公司 

杨晖、袁巍、马杰、赵志华、杨琦、 

刘星、黄蓉娟、杨春晓 

7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装修工

程设计项目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骆富平、郑长华、李红、沙颖、丁

佳、王若宇、程鹏、赵一娥 

8 三圣药业有限公司医药项目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万强、郑飞宏、多兆明、周效良、

赵志明、周锋、李弈铮、方琼 

9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鲁

抗生物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人

用合成原料药技术升级项目 

河北天俱时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吴少华、张新晴、刘冬、李彦军、

田凯华、崔盛、李福正、任晓峰 

10 

上海长城药业有限公司扩建项

目 

（即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整

体迁建项目）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丁伟军、戴勍、梁慧娟、周昇伟、

顾永清、翟奇琛、刘立、冯璟 

11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二

期发酵尾气处理工程 

河北天俱时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姚振永、李向科、张振昌、杨立国、

李俊飞、杜阳、张运祥、樊振江 

12 云阳县人民医院扩建项目 
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

限公司 

余健、徐运杰、定茜、何辉友、王

志民、唐会师、鲁天亮、张海 



13 

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 350 吨 2-噻吩乙胺装备转型

升级改造项目 

浙江华亿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阮永锋、沈文芳、杨洋、潘整、章

铁军、朱景辉、王锋、姜顾锋 

14 
浙江新东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30 亿片固体制剂项目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万强、牟苏嫣、陈康麟、多兆明、

周效良、李奕铮、方琼、邢杰 

15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 1600 吨中药配方颗粒项目 

浙江华亿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刘传富、汤青、金凯、王夕麟、王

婷婷、潘整、张玉岭、张楠 

16 
中科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慈

溪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程华、阚晨、钱骐、尤超、周炜、、

金林岚、周渊、云潆瑶 

17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建单方颗粒车间及仓库项目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

公司 

刘元、徐祚平、蒋树杨、杨琛、刘

红玉、王建勋、周源、田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