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通信行业协会文件
晋通行字〔2020〕19 号

关于对 2020 年山西省优秀信息通信设计成果和优质信息
通信工程项目遴选及评奖结果的通告
各会员单位：
依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山西省优秀信息通信设计成果和
优质信息通信工程项目遴选及评奖工作的通知》(晋通行字
〔2020〕4 号)的有关规定，山西省通信行业协会遴选评奖委员
会组织业内专家对会员单位申报的信息通信设计成果和信息通
信工程项目进行了遴选及评奖。经公示，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申报的
设计成果获得了山西省优秀信息通信设计成果奖，中国电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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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等十
七家单位申报的工程项目获得了山西省优质信息通信工程奖，
获奖信息详见附件。
山西省通信行业协会将根据有关部优、国优的参评条件，
从本次获奖的项目中遴选出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推荐参评。
现予以通告。

附件：2020 年山西省优秀信息通信设计成果获奖项目表
2020 年山西省优质信息通信工程获奖项目表

山西省通信行业协会
202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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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山西省优秀信息通信设计成果获奖项目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获奖等级

主要完成人员（按贡献大小排序）

中国电信移动网络建设（2017 年）山西
分公司 LTE 核心网扩容工程（太原）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江辉明、吴平、董晓娟、乔阳、尚红妮、张
培月、高凌翔、孙健、赵波、孙登党、丁宁、
戴春雷、陈允锐

晋中枢纽楼 IDC 机房建设二期工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孙健、朱奇峰、江辉明、吴平、吴启宗、乔
建礼、高凌翔、乔阳、孙登党、戴春雷、丁
宁、陈允锐

2019 年[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龙康
新苑]住宅区中高层（7 层及以上）新建
工程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一等奖

王志斌、徐素利、李喜玉、王永杰、高焰

2016 年主城区视频监控与报警综合管
理系统服务项目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张星、刘春雁、牛丽、郭彩萍、李倩、张宇、
曹新春、王惠军、王莹、宋珂、张浩

一等奖

张晟、史冰、王志斌、陈云峰、李曦霞、卢
彦宏、秦义力、巩菲、薛国斌、任明、郭文
婷、赵欣、李芳、段朝林、解红

一等奖

朱明伟、邢建斌、车忻蔚、张巍山、暴文婷、
杨小乐、赵存

一等奖

铁小辉、赵海伟、任亚东、郭健、王志凯、
张长新、孟肖京、王晓雷、高柯、杨政伟、
孙要强、王良、马健、谷保杰、陈利军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 IP 城域网扩容工
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7 年核心网 IMS 域-晋中北业务区扩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容项目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2017 年 CMNET 省网
核心节点扩容工程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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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联通山西 LTE FDD 无线网
（二期）工程长治业务区新建工程
2014 年中国联通山西大西高铁（太原至
运城段）WCDMA 无线网络覆盖工程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接入主干光
缆一期工程（三）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移动核心网扩容
（二期）工程
2018 年中国联通太原 LTE 网络室内覆盖
工程（三期）第二册微站项目中北大学
lampsite 新建工程

一等奖

吴明光、郭雷、刘春雁、张渊、祁育仙、王
晓鹏、李晋、张逢飞、张景波、宋健、郭鑫、
王龙、方芳、董秀明、乔瑾

一等奖

张筵、张晓东、刘卫东、成沅、祁育仙、刘
彦、王晓鹏、高星、杨永波、林莉、于宏林、
郭雷、张蜀晋、张凯、郭利剑

一等奖

齐官文、郭永强、连瑞峰、陈云峰、张星、
田帅、刘晓芳、刘杰、贺洁、高恩惠、李月
杰、范爱军、彭子毅、王红泽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史冰、郭文婷、陈云峰、高凯、连瑞峰、齐
官文、秦义力、赵晓燕、刘杰、李月杰、吴
鹏、张慧、刘晓芳、阎晓璟、杜盼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一等奖

阎聚辉、张亦军、赵蓓、麻晓刚、刘继伟、
王晨喜、吴卯林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6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大客户专网
新建项目（公安天网一期项目）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陈云峰、连瑞峰、郭永强、齐官文、史冰、
阎晓璟、贺洁、张振霞、张星、田帅、高凯、
张慧、吴鹏、侯翠萍、李月杰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大同政务云项目
新建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王慧、高凯、刘志岗、李一佳、赵野、樊瑞
鹏、彭嘉文、王洪泽

2016 年中国联通大同本地传送网一枢
纽华为传输设备搬迁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一等奖

刘志岗、李志刚、薄学军、卢彦宏、张渊、
王红泽、石鋆、樊瑞鹏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王新涛、徐锐齐、李桂娥、范金龙、王谊

2017 年大数据平台建设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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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刘春雁、张星、李倩、牛丽、李曦霞、薛荣
光、史章锐、刘杰、王振国、王惠军、王莹、
宋珂、张浩、荆俊伟、李芳

二等奖

孙登党、乔阳、吴平、董晓娟、尚红妮、江
辉明、高凌翔、刘华宾、文艳、田鑫、丁宁、
吴启宗、陈允锐

忻州市本地网 2018 年 LTE 七期设备增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补二期工程

二等奖

邓云亭、卞文龙、周坤、蔡潇珑、张良、尚
博、冯国亮、王斌

2018 年临汾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建设项
目工程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

徐锐齐、王谊、吕晓波、赵晓伟、张鹏、梁
光源

2019 年中国联通朔州市分公司宽带新
建工程(划小)平鲁等小区新建项目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二等奖

阎聚辉、刘继伟、王官成、王永杰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运城市 FDD-LTE 无
线网前滚项目新建工程（一）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郭利剑、郭璞、董晓赋、孔垂杰、李晋、郑
帅、孙宽、赵洁、史杨丹、高晓勤

二等奖

乔慧宁、潘晓峰、张德平、袁富强、肖建杰、
张晓刚、梁纪兴、马庆、王锐、杨志华、李
哲、高超

2017 年省内干线传送网波分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数据中心入网）

二等奖

黄菁雯、李永武、张从青、药斌斌、邢建斌、
车忻蔚、王海江、孙海港、刘伟信、王飞、
崔磊、吕辉、员忠杰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2016 年 IDC 扩容工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程

二等奖

董真、冯臻、赵宇、肖世成、杨政伟、孟肖
京、谷保杰、王坤鹏、陈永博、李永斌、原
大伟、苗云龙、杨振兴、陈存旭、张海波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长治大数据中心
云平台新建工程
2017 年太原 IDC 互联网出口及安全设备
扩容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 年运城市 4G 网络业务热点覆盖能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力提升宏站主设备建设项目（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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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联通忻州宽带接入网架构
OLT 隐患整治及交换机新建项目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高欣、王成英、王德光、刘彦、刘斌、王晓
红、阎晓璟、李曦霞、王晶、吕永强、田敏、
胡林莉、 郝伟、赵亮、张杰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朔州市 FDD-LTE 无
线网项目（七期）新建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张蜀晋、高星、张凯、杨远志、于宏林、宋
文渊、 王健、南嵩、侯康、侯志鑫

临汾一枢纽低压配电系统扩容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裴亮、林莉、茹晓丽、张丽萍、李一佳、高
星、卢彦宏、王慧、郭志杨、郝雁斌、张渊、
张蜀晋、解红、杨成鲁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华为云扩容
项目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黄平、李曦霞、阎晓璟、陆江宁、刘春雁、
王慧、周莉、赵欣、贺静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2017 年 CMNET 地市
核心节点扩容工程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郎丰凯、赵海伟、王志凯、郭健、李业田、
郭赵强、冯臻、张旭辉、李中华、孟肖京、
赵宇、徐海宁、刘晓健、慎心、王志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阳泉 FDD-LTE 无线
网室分覆盖（二期）新建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张英娟、贺洁、田敏、原胜、薛国斌、王北
云、杨军、闫飞、史剑、王慧文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分公司 IDCISP 信
息安全平台（专线监控）新建项目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卢彦宏、裴亮、张瑞斌、郭志杨、李曦霞、
寇旺、张渊、石鋆、王慧、郝雁斌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临汾 FDD-LTE 室分
（建筑物）新建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梁明香、武晓辉、崔晓锐、张赵飞、徐宾瑞、
郭璞、王临萍、郑帅、李曦霞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阳泉政务云项目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田敏、张英娟、贺洁、薛国斌、杨军、闫飞、
杨艳

二等奖

郝雁斌、寇旺、李治锌、张慧、卢彦宏、裴
亮、郭志杨、张蜀晋、张渊、石鋆、王慧、
高星

2017 年朔州市政务云平台智慧城管项
目扩容新建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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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联通朔州 LTE 网络室内覆盖
工程(一期)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高星、赵兴、张蜀晋、杨远志、张凯、于宏
林、宋文渊、南嵩、王健、侯康、樊瑞鹏、
侯志鑫、吴冠华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地到县主干光缆
运城永济-芮城-平陆光缆线路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郭志杨、朱斌、郭永强、卢彦宏、裴亮、薛
国斌、郝雁斌、高恩惠、杨军、李清涛、石
鋆、张渊、王慧、白帆

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 2018 年太原城域
OTN 网络新建工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江辉明、潘涛、高凌翔、戴春雷、武飞、孙
健、吴启宗、吴平、张培月、陈允锐

2017 年山西分公司省干传输网南环
DWDM 系统扩容工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吴启宗、江辉明、武飞、孙健、潘涛、吴平、
张培月、刘华宾、高凌翔、陈允锐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2016 年郑州 IP 城域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网扩容优化工程

三等奖

张亚飞、冯臻、赵宇、肖世成、宋四海、陈
利军、刘建强、慎心、闫亮、肖建华、王凯、
王玉宝、张坤鹏、张正海、孙振江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迎泽区“雪亮
工程”专网新建项目

三等奖

阎聚辉、刘继伟、王永杰、郝鹏飞、李红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晋城 LTE(一期)工
程普通项目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张逢飞、李晋英、王晓鹏、毛雅琨、李倩、
刘素珍、郭鑫、董秀明、牛羽天、张佳宇、
茹慧芳、张钰、刘春雁、李芳、吴明光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市 FDD-LTE 无
线网室分项目（五期）新建工程（五）
微站项目丽华苑单站设计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刘晓芳、朱斌、贺洁、田帅、郭永强、张莎
莎、张慧、李月杰、范爱军、候翠萍

三等奖

刘彦、边春雨、马剑苗、张俊、寇旺、张晓
东、王飞、王德光、高欣、王晓红、李海霞、
吕永强、 翟迁杰、王晶、胡林莉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省内干线传输网
WDM/OTN 系统扩容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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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朔州市 FDD-LTE 无
线网(五期)普通项目新建工程（二）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朔州电源系统扩
容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张蜀晋、于宏林、高星、张凯、杨远志、宋
文渊、 王健、南嵩、侯康、侯志鑫

三等奖

裴亮、贺洁、朱斌、刘晓芳、刘春雁、郭志
杨、卢彦宏、郝雁斌、石鋆、张渊、王慧、
白帆

2018 年中国联通山西晋中政务云项目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阎晓璟、李曦霞、黄平、陈云峰、张吉峰、
连瑞峰、高欣、吴鹏、杜盼、刘杰、李月杰、
赵欣、贺静、张慧

太原 2017 年 12 月宽带接入项目-新建

山西德赛信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栗正强、张海宁、石树理

忻州市本地网 2018 年 LTE 七期忻府区
设备工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吴启宗、闫伟才、戴春雷、宋涛、阎斌、李
磊、冯旭鹏、王宏利、王俊杰

2016 年中国联通山西省内干线机房传
输搬迁（市区）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王慧、张渊、石鋆、刘志岗、卢彦宏、樊瑞
鹏、郑治英、王红泽、赵野、彭嘉文

三等奖

孙健、朱奇峰、江辉明、吴平、戴春雷、乔
建礼、乔阳、刘华宾、孙登党、吴启宗、陈
允锐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张富根、王晓雷、王苑、谷保杰、徐杰、陈
世权、银志鹏、郭献志、周中良、李永斌、
陈利军、王志凯、马健、高柯、慎心

山西德赛信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栗正强、张海宁、石树理

三等奖

刘春雁、张星、李倩、牛丽、李曦霞、薛荣
光、史章锐、刘杰、王振国、王惠军、王莹、
宋珂、张浩、荆俊伟、李芳

中国电信晋城分公司 2017 年 IDC 机房
建设项目
太原电信 2018 年富力城机房高低压
配电工程
太原 2017 年 9 月宽带接入项目 2-新建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长治农信社提速
改造项目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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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省内干线光缆整
治工程（第二期）
中国电信 2017 年山西分公司云资源池
扩容工程
太原 2016 年 9 月宽带改造项目
2016 年山西联通 IVR 地市平台集中化改
造工程
2018 年山西分公司省干传输网北环
DWDM 系统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4G 网络五期无线网
络工程一阶段设计长治 4G 网络主设备
安装单项工程（二阶段）

三等奖

郭永强、连瑞峰、朱斌、郭志杨、陈云峰、
齐官文、薛国斌、刘晓芳、郝二牛、张涛、
彭子毅、张寅利、高恩惠、李清涛、张星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铁小辉、高柯、慎心、宋利、陈利军、谷保
杰、李永斌、王志凯、赵东亮、刘帅、张坤
鹏、苗云龙、杨振兴、王苑、周中良

山西德赛信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栗正强、张海宁、石树理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王晓红、刘彦、刘斌、高欣、郝毅军、胡林
莉、王晶、翟迁杰

三等奖

张培月、江辉明、武飞、潘涛、孙健、张凯、
吴平、乔阳、高凌翔、戴春雷、吴启宗、陈
允锐

三等奖

梁纪兴、张德平、肖建杰、张晓刚、王锐、
马庆、潘晓峰、杨志华、袁富强、乔慧宁、
李哲、高超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晋中市本地网 2018 年 LTE 六期晋中三
期 800M 设备工程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高凌翔、闫伟才、冯旭鹏、孙健、宋涛、阎
斌、李磊、王宏利、王俊杰、戴春雷、陈允
锐

太原 2017 年 6 月宽带接入项目-新建

山西德赛信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奖

栗正强、张海宁、石树理

2015 年中国联通山西省内干线光缆京
太临(洪洞-临汾)光缆引接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郭志杨、薛国斌、朱斌、郭永强、连瑞峰、
裴亮、卢彦宏、郝雁斌、杨军、高恩惠

2015 年清徐至汾阳光缆线路工程

山西信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三等奖

朱斌、刘晓芳、郭志杨、郭永强、连瑞峰、
张寅利、闫飞、杨军、高恩惠、李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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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山西省优质信息通信工程获奖项目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获奖等级

主要完成人员（按贡献大小排序）

中国电信移动网络建设（2017 年）山西分公
司 LTE 核心网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金奖

蔺俊燕、张志清、王雅红、孙忻生、
孙楠

2017 年核心网 IMS 域-晋中北业务区扩容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金奖

刘文梅、周红岗、吴燕平、温雅萍、
邢建斌、周祥

2017 年 CMNET 省网核心节点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金奖

刘文梅、王勇、郭健、池爱萍、赵海
伟、贾康华、周祥、郝晓丽

2017 年彩铃系统 VOLTE 改造扩容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金奖

王颖辉、王勇、吴燕平、周祥、徐锐
齐

2017 年省内干线传送网波分扩容工程（数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建设单位）
中心入网）

金奖

关静、王勇、杨新春、黄菁雯、李佳
琪、池海军、张辉、张从青、药斌斌

2017 年省内干线传送网波分扩容工程（数据
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施工单位）
中心入网）

金奖

燕云鹏、齐伟、张辉

2018 年临汾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建设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金奖

贺斌华、王瑞杰、陈浩、吕晓波、乔
慧宁、王仲元、窦桂明、崔亚洲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奖

李太平、谢正峰、梁廷龙、胡方超、
郭苏友、姚宏宇

金奖

李太平、吕国龙、邹潞鲁、王延祎、
赵建伟、徐爱国、尹志坚、闫耀东、
赵靖云

2014 年中国联通南宁-贵阳新建光缆线路工
程（贵州省光缆线路）
2016 年中国联通山西省内干线 WDM/OTN 系统
工程（市区）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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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运城市 4G 网络业务热点覆盖能力提升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
宏站主设备建设项目（三阶段）

金奖

陈霞、王四光、乔慧宁、强鹏辉、刘
畅、孟长明、贾中波、郭海

2019 年中国联通山西长治移动基站传输接入
二期工程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金奖

宋高志、袁志文、景辉、马桂萍、贾
晓丽、曹卫、史海瑞、崔小平

2018 年长治市 4G 网络室内覆盖热点分布系统
建设项目（一阶段第一批）

天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奖

宋志华、韩玉明、张焕庆、陈若飞、
郑鹏飞、张树娟、邢建华

山西长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金奖

陈斌、贺朋、周鸿发、李计亮

太原市 4G 网络室内覆盖热点分布系统建设项
目（共址站）

波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银奖

温小江、郑建雄、王新、伊新龙、王
文君

太原市本地网 2018 年 LTE 七期城北 800M 设
备工程六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银奖

索淑英、刘明、刘刚、李明、马莉、
闫稳堂

2018 年山西移动内容分发网络能力扩容工程
省中心节点（硬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银奖

张文勋、周红岗、吴燕平、王少康、
吴佳俊、周华

太原 16 年杏花岭区 FTTH 光改项目工程

2016 年省内干线传送网 PTN 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银奖

关静、尹君宇、阴鑫、黄菁雯、李佳
琪、周祥、池海军、邢晓飞、曹波、
贾康华

2018 年企业级资源池扩容二期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银奖

李峰、相卫华、郭健、赵峰、温慧平、
张金龙、刘青

2017 年大同市城域骨干传送网光缆线路项
目(三阶段)

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侯建林、闫晶、杜慧、段建党、任永
贵、任红

2018 年运城市物联网二期二

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翟晓涛、王波、张宝瑞、卫军强、胡
吉生

2018 年长治传输汇聚机房动力配套扩容工程
（第一批）

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刘志刚、冯志华、陈晓辉、郭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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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梁鹏魁、魏志伟、梁秀永、郭宏亮、
班光荣

2017 年山西分公司省干传输网南环 DWDM 系统
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蔺俊燕、宋利、孙楠、车向宇、武飞、
潘涛

2018 年山西分公司省干传输网北环 DWDM 系统
扩容工程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蔺俊燕、宋利、孙楠、车向宇、武飞、
潘涛

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 2018 年太原城域 OTN 网
络新建工程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王鹏、刘宝、霍彬、张永亮、董灵利、
马江、董禹岑、潘涛、武飞

2017 年太原 IDC 互联网出口及安全设备扩容
工程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银奖

刘宝、蔺俊燕、王鹏、崔明、张滢、
孙丽

2017 年中国联通长途传输网 WDM 系统扩容工
程（南方 21 省）浙江省分公司单项工程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银奖

尹鑫、曹勇、刘帅、宋玲玲、刘东青、
安世强、李振华

2017 年中国联通长途传输网杭州－上海－合
肥 100G WDM 系统新建工程浙江省分公司单项
工程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银奖

柴斌、曹勇、刘帅、宋玲玲、刘东青、
安世强、李振华

2016 年中国联通山西省内干线 SDH/ASON 系统
工程（市区）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银奖

原海兵、吕国龙、邹潞鲁、王延祎、
赵建伟、徐爱国、鲍云珠、史志荣、
左国华

银奖

宋高志、景辉、袁志文、马桂萍、贾
晓丽、李艳娜、冯华鹏、张自强、郝
婷、张钦

银奖

宋高志、袁志文、景辉、马桂萍、贾
晓丽、李艳娜、冯华鹏、张自强、武
文倩、赵亚娇

阳泉 2017 年铁通语音专线迁改项目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地到县主干光缆运城永
济-芮城-平陆光缆线路工程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吕梁
市分公司柳林县新建项目（一）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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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县乡光缆一期工程
（宽带乡村）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银奖

裴燕斌、关震、刘志忠、姬立业、陈
小红、李建波

太原市本地网 2018 年 LTE 六期城北区域传输
设备新建一期工程

山西长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铜奖

陈斌、李瑞、周鸿发

2017 年太原市 4G 网络室内覆盖热点分布系统
建设项目（一阶段第一批）

波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铜奖

温小江、郑建雄、王新、伊新龙、王
文君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2017 年 CMNET 省网出口统
一 DPI 系统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铜奖

刘文梅、尹君宇、郭健、池爱萍、王
彬、吴佳骏、周祥

VOLTE 视频彩铃建设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铜奖

王颖辉、王勇、吴燕平、周祥、杨小
乐

2017 年 IP 专用承载网省内延伸扩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铜奖

关静、周红岗、郭健、赵海伟、王文
斌

2017 年大数据平台建设二期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铜奖

刘航博、相卫华、郭健、温慧平、徐
锐齐、贾康华、周祥

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铜奖

赵爱国、党炳效、王斌、冯孝辉、申
洁、齐瑞、张慧斌、游志杰、邢永生、
赵磊

太原市万柏林区 2018 年兴华西街（太古高速
路口-和平北路）

山西诚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刘泽瑞、杨勇、赵天华、王朴牛、王
云伟、段瑞丽、黎娜

中国移动省际骨干传送网西安－重庆二号光
缆线路工程（四川省光缆线路单项工程）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李太平、谢正峰、刘帅、徐二东、安
世强、李振华

2016 年中国联通山西省内干线同步网扩容工
程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原海兵、尹鑫、邹潞鲁、王延祎、赵
建伟、徐爱国、乔立新、任丙成

晋中 2017 年铁通改造项目（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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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地到县主干光缆临汾浮
山--翼城光缆线路工程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荣婷婷、郭春玲、刘彦军、张翔、郭
生、崔长生、王保厚、王俊清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忻州 FDD-LTE 无线网项
目-覆盖新建工程

山西省邮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铜奖

苏洁、柴斌、王志国、赵靖云、张秀
林、刘珍、阮若琳

忻州第三批电信普遍服务网-宁武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铜奖

袁志文、景辉、马桂萍、宋高志、贾
晓丽、龙韶芳、武文云、高鹏翔、梁
倩倩、高鹏鹏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电信普遍服务项目长治
市分公司壶关县新建项目（一）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铜奖

宋高志、袁志文、景辉、马桂萍、贾
晓丽、曹卫、史海瑞、崔小平

2019 年中国联通山西晋中移动基站传输接入
二期工程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铜奖

宋高志、邹春明、景辉、马桂萍、贾
晓丽、袁志文、武峰权、赵云德、顾
朝辉、赵泽家、巩乙思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忻州县乡光缆一期工程
（宽带乡村）等 5 项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铜奖

袁志文、景辉、马桂萍、宋高志、贾
晓丽、龙韶芳、武文云、高鹏翔、梁
倩倩、高鹏鹏

晋城 2018 年 9 月宽带接入项目--新建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铜奖

袁志文、景辉、马桂萍、宋高志、贾
晓丽、龙韶芳、杨辉、刘馨普

铜奖

袁志文、宋高志、景辉、袁志文、马
桂萍、贾晓丽、薛宇仁、王晶、宫富
强、丁彦升、卫文霞

2018 年吕梁市物联网二期二阶段主设备建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吕梁分公司
项目（一阶段）

铜奖

成晓东、李小平、徐卫波、雒伟伟、
于洋

2017 年晋城市第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晋城分公司
建设项目

铜奖

王宏、申慧鹏、常鸣远、王泽超、王
于鹏、史良

2019 年中国联通山西朔州市 FDD-LTE 无线网
（二期）新建工程（900M）

山西通信通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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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接入主干光缆一期
工程（二）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铜奖

郝燕萍、关震、姬立业、康彩霞、裴
龙飞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本地综合接入工程
（二）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铜奖

裴燕斌、闫永忠、赵孝英、田伟超、
裴龙飞、刘东、张锟、王军伟

2017 年中国联通山西太原阳曲县“雪亮工程”
专网新建项目（宽带 H 线路工程一册、二册、
三册、四册）

太原市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铜奖

裴燕斌、刘志忠、孙永生、闫永忠、
张立刚、宋宇飞

铜奖

张毅、徐伟、范俊奇、崔瑞生、韩文
增、赵国强、赵海波、刘晋云、郝国
华、张智会

长治 2018 年集客深覆盖项目第四批

山西晋通邮电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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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山西省通信管理局。
山西省通信行业协会

2020 年 9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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