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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文件 

 
 
 

鲁电建设〔2017〕  号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关于印发“2017 年度山东
电力 110 千伏、35 千伏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评

选结果的通知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智源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各

市供电公司所属设计单位,青岛华拓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烟台宏源热

电设计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组织召开了“2017 年度

山东电力 110 千伏、35 千伏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评选会议。本次

评优共申报 51 个工程，评委会专家根据国网公司和省公司优秀

工程设计评选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评选细则对申报的勘察设计工程

进行了评选，评出一等奖 8 个，二等奖 10 个，三等奖 13 个。 

希望各勘察设计单位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上述优秀设计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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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榜样，努力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同时，大力推

广和应用输变电工程标准化建设成果，加快设计进度，提高设计

质量，实现降低变电站全寿命周期成本的目的，为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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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山东电力 110 千伏、35 千伏优秀工
程 

勘察设计评选结果 

 

一、优秀设计奖 

一等奖（8 个） 

1. 济南历城彩石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济南鲁源电力设计咨

询院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刘季宏、李大鹏、单世太、杜鹃、杨正东、

张晓洁、颜令辉、夏荣秀 

2. 临沂清泉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临沂正信工程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江秀友、刘步顺、高新庆、张安敏、任幸幸、

王峰、谭芳、高学云 

3. 湖东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泰安腾飞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马进军、陈振超、张奇、吕军在、刘强、张

晓伟、冯晗、唐宇欣  

4. 聊城圣泉110千伏变电站工程（聊城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杨延勇、张晓莉、王西华、周广磊、单金博、

张忠柯、周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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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州平原恩城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德州华德电力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刘婷婷、李岩岩、林文静、史青禾、马静、

姚甲刚、冷红霜、靳军 

6. 潍坊高密商羊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潍坊方源电力咨询设

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牛学娇、仇淑敏、逯凤伟、赵亚苹、张菁、

朱秀娟、吴长庚、王秀丽 
7. 枣庄齐村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枣庄力源电力设计有限 

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于涌、徐亿、周芹、周蕾、刘永富、孟梅、 

王宝瑞 

8. 莱芜文昌 110 千伏变电站 2 号主变扩建工程（莱芜开源电

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曹慧夏、朱阳光、于志勇、朱先茂、王玥、

刘光群、张锋、边芙蓉 

二等奖（10 个） 
1. 青岛灵珠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青岛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主要设计人员：李铭、韩颖、单长星、李芳、葛曼倩、仇德

伦、马士超、高岩 

2. 淄博恒大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淄博齐林电力设计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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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徐子军、齐程、田国锋、王辉、王坤、王立

君、王圳、阎宇 

3. 烟台栖霞水道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烟台电力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田媛、姜侨娜、胡国伟，刘小萍、梁屿、周

毅、姜永昌、王秀平 

4. 菏泽东明梦蝶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菏泽天润电力勘测

设计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王玉国、张顺生、韩硕、张言攀、李连海、

雒亚芳、牛晓丹、赵素梅 

5. 济宁泗水柘沟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济宁圣地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李光肖、王琳、李静、何召慧、孟莉、赵相

虎、李文华、徐倩倩 

6. 滨州李庄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滨州东力电力设计有限公

司） 

主要设计人员：苏伟、李岩、庄宏伟、崔玉辉、谢修兰、宋

波、戎雪、孙晓梅  

7. 威海文登南海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威海海源电力勘测设

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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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计人员：龚俊祥、邢闽、郑传龙、程湘东、江海鑫、

刘东林、孙青、张志民 

8. 济南桃园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济南鲁源电力设计咨询

院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张猛、刘梦琦、刘华威、赵道远、叶文傲、

朱德金、韩扬、潘筱 

9. 莒南大店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临沂正信工程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江秀友、刘步顺、高新庆、张安敏、王津、

周丽丽、谭芳、高学云 

10. 临沂郯城红花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山东电力工程咨询

院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崔进波、李风雷、任万荣、楚冬青、吴萌萌、

张申、咸秀超、王浩 

三等奖（13 个） 
1. 淄博湖东 110 千伏输变电线路工程（淄博齐林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禹法义、杜立新、刘峰、徐海伟、刘洪亮、

李超、曹威海 

2. 宋庄-南逄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潍坊方源电力咨询设

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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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计人员：曹桉恺、王效坤、郄凯旋、闫磊、薛松、宋

立华、丁松涛、崔丽娜 

3. 烟台招远石虎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烟台电力设计院有

限责任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郝晓琳、杨帆、韩冰、姜永昌、杨琳、梁屿、

张明耀、刘小萍 

4. 聊城高唐徐庄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聊城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杨延勇、石福恩、李勇、弥承斌、李鲁锋、

彭光虎、王晗 
5. 淄博和家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淄博齐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禹法义、齐程、田国锋、常青、王立君、王

芳、李文琛、吕茂明 

6. 日照迟家 110kV 变电站工程（日照阳光电力设计有限公

司） 

主要设计人员：郝慎军、郭江浩、栗桂娜、许艳红、邱高龙、

贾凌云、孙晓楠、尹晓晔 

7. 滨州泰达（贤城）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滨州东力电力设

计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耿风慧、李岩、庄宏伟、王玉、宋波、戎雪、

齐滨、宋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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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州北纪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德州华德电力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靳军、史青禾、林文静、李岩岩、卢胜杰、

孙彦强、刘斌、刘婷婷 

9. 泰安东原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泰安腾飞电力设计有限公

司） 

    主要设计人员：唐宇欣、马娴、金国、兰甜、吴耕、张印、

吕军在、陈振超 

10. 济南崇华110千伏变电站工程(济南鲁源电力设计咨询院

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王博、林祺蔚、吴倩峰、孙谦、彭建国、刘

思斌、魏凤、刘燕飞 

11. 烟台蚕庄～金都π入石虎变11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烟台

电力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刘赛男、王茂成、郭松宇、孙立浩、张鹏程、

王继平、潘宏刚、蒋玮 

12. 泰安宫里-建新 11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泰安腾飞电力设

计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王毅、崔换君、朱宗旺、桑慧瑾、张凯、刘

强、冯晗、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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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营河口河义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东营方大电力设计

规划有限公司） 

主要设计人员：解云兴、翟恒风、邢惠民、朱山、谷晓彩、

王广西、鲁祥凤、赵玉龙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此件发至收文单位本部及所属单位） 
 

 

 



 

 — 10 —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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