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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

1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西四学生公寓 框剪 24790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乐意

2 长江青年城A区工程A1～A5公寓楼及地下室 框架 82470.53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顾伟伟

3 居住项目（武汉保利城四期-A区）33#～36#楼
剪力墙、

框剪
60212.24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来昳君

4
青山港及二号明渠综合整治工程（青山港子项）一
标

市政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周应娥

5 阳新路（汽渡路～腰路堤路）道路排水工程 市政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童雪梅

6 商务、居住项目（一期）C2#楼及地下室 框剪 56957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熊雄

7
土地交易建住宅商业项目（百胜·中南首府）1#、
2#、3#、4#楼及办公楼

剪力墙 107461.55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汪育学

8 融科智谷工业项目（三期）C5#、C8#楼 钢混 153823.18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海维

9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永利村城中村改
造K2-A地块）13#楼

框剪 81874.28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

司
张金波

10
新建商业金融业、居住、绿地项目（中勘大厦）1#
楼及地下室

框架 58549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

司
李付红

11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设施项目（武汉洺悦府）7#、
8#楼

剪力墙 55484.11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德印

12
武汉雅居乐国际花园一期（二标段）1#、2#、8#、
9#楼

剪力墙 109423.08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韩正虎

13 墨水湖南岸C地块二期（C3地块）二标段2#楼工程 框架 26235.49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刘自立

14
天汇龙城三期（Q地块）B区6#、7#、8#、9#、10#、
11#楼

框剪 128195.54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涛

15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公园绿地项目
6.7.8.9.10.12.15.16#楼

 剪力墙 310263.8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陈无平

16 居住项目（丹亭懿府）8#、10#楼  剪力墙 175734.59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勃

17
新建居住项目（武汉国博新城D区D10地块1#、2#、
3#、5#、6#、7#楼）

 剪力墙 240243.5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治国

18
住宅及配套项目（名都花园南区三期地块一、三）
808#、809#

 剪力墙 50040.79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焱栋

19 商业、居住项目（绿地美湖二期9#楼） 框剪 6818.21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鲲朋

20 武汉商学院南校区新建学生宿舍项目 框剪 24395.91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峰

21
 新建居住、商业、轨道交通项目（常青车辆段上盖
物业）二期C区C1号楼

剪力墙 22934.86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丽萍

22
商务、居住项目（二期）城投·四新之光03J11地块
5#、6#楼地上部分

剪力墙 39924.5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瞿祥明

23
商务、居住项目（二期）城投四新之光03J11地块地
下室及7#楼地上部分

框剪 60127.56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雷小平

24
居住、商务、商业项目（光谷创新天地）R1地块一
标段3号、4号、5号、9号、10号楼

剪力墙 57979.99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霖

25 康宁10.5代玻璃基板生产线厂房项目 钢结构 218120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吴建文

26
新建居住项目（新春村K4地块）三标段8#楼及地下
室

剪力墙 30257.06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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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环球贸易中心项目（二期）A塔 筒体结构 92886.8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吴伟员

28 新建商务设施项目（汉阳知音大厦） 框架 34017.24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王能晓

29 烽火通信研发中心建设（二期）项目4#、7#、8#楼 钢混框架 63713.67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宁

30 开发区汉阳三中原址重建项目图书综合楼 框架 8118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柯细华

31 融科天城五期商业办公工程 框剪 96462.12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俊

32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 市政 /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罗瑞华

33 居住项目（光谷和昌城）B地块1#楼 框剪 12605.81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叶云涛

34 问津兰亭9#楼  剪力墙 14378.49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汪利

35
新建居住项目（二七沿江商务核心区北片21号地
块）1#、2#、3#、4#楼

 剪力墙 114909.95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小伟

3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校区科教楼六、科教楼七
建设项目

框架 4293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何星

37 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扩建工程 框剪 64809.5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甘猛

38 鲩子湖村K1地块（二期） 8#楼AB座、C座 框剪 109442.13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新跃

39
新建居住、商业金融业项目（南国中心二期2标段）
T1/T2办公楼及商业裙房

钢筋混凝
土筒体结

构

118208.24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钟东胜

40
葛洲坝经开紫郡蘭园一期、二期(1号、2号、3号、4
号楼）

剪力墙 57010.5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稳

41
五里界街078号地块二期（住宅、商业及地下等）2#
、3#楼

剪力墙 76421.1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美伢

42 住宅楼（临空香廷）一标段A5#、A6#、A9#楼 剪力墙 35429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冯东国

43 湖北省科技馆新馆 钢结构 7030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温杰

44 武汉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动物楼、综合楼 框架 33535.39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文志勇

45 华中科技大学清洁能源学科大楼 框剪 25210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明

46 居住项目（奥山府）6#、7#、9#、34#楼 剪力墙 561482.6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志威

47 越秀逸境1#~5#住宅楼、越秀逸境13#住宅楼 剪力墙 210036.3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阮志慧

48
居住、商务、商业项目（光谷创新天地）R1地块二
标段1#、2#、6#、7#、8#、11#楼及地下室

剪力墙 116987.66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炜

49 洪山区双建村城中村改造C包K3地块一标段A6#楼 框架 16304.62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涛

50 居住、公共设施项目（A地块）6#楼 剪力墙 160202.47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雷

51 白酒灌装及食品加工项目1#、2#、3#、5#仓库 钢结构 30904.24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恩龙

52 中建·光谷之星项目G地块 框剪 265921.7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小琴

53 中建·光谷之星项目I地块 框剪 10431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朱桔

54 居住项目（棚改还建房） 剪力墙 252455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皮照州

55 新建商务设施项目（富强国际） 框剪 60334.58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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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汉口银行档案库房 框剪 30571.68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德刚

57
中金数谷武汉大数据中心工程大数据机房①②③及
工程运维中心

框架 131948.41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田为

58 洪山区双建村城中村改造C包K3地块二标段A8#楼 剪力墙 13518.34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先科

59
武汉光谷创意文化科技园有限公司P(2014)104地块
二期建安工程

钢筋混凝土

筒体结构
199656.64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池明智

60 经开中心城2#地块（2-8#住宅楼及地下室） 剪力墙 38167.06 湖北华圆诚信建设有限公司 何建利

61 武汉红星天铂项目E3一标段（E3-9楼） 剪力墙 11039.58 湖北华圆诚信建设有限公司 鲁俊尊

62 郭茨口小学改扩建项目 框架 17157.82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胡俊雄

63 国博一小一号综合教学楼 框架 33635.42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李晖

64 英才中学教学楼及食堂 框架 34776.46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姜昊

65 鹦鹉洲小学-教学楼 框架 11179.05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纪成成

66
住宅楼（中南拂晓城108）一期项目（一标段）13#
楼

剪力墙 9578.60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曹吉荣

67
住宅楼（汉江宏信尚璟瑞府）三期项目二标段36#、
40#楼

剪力墙 47344.63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舒玉平

68 华中·中交城（A区）A栋办公楼、B栋酒店 框剪 102720.61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方银明

69 钢质门、木质门、卷帘门生产项目办公楼、1#厂房 框架 26313.22 湖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袁伟亚

70 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一期）D标段 总部研发大楼 框架 11215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樊立潭

71 科技产业园（全部自用）项目二期装备研发大楼 框架 23146.29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丁合成

72 武汉大学工学部第一教学楼重建项目 框架 5165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邓雄兵

73 越秀·翰悦府居住项目5#、6#住宅楼 剪力墙 33283.8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杜会军

74
新建居住项目（大洲村城中村改造K2地块一期）1#
、2#、3#楼

框剪 150057.25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忠良

75 新建居住项目（五里墩B1~2地块）1#、3#楼 剪力墙 108230.45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珍珍

76 金银湖协和医院 框架 156800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国飞

77
武汉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
产线项目1#建筑（阵列厂房）

框架 458305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赵海涛

78
武汉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
产线项目2号建筑（彩膜及成盒厂房）

框排架 35.9万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玉海

79
武汉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
产线项目3号建筑（成盒及模组厂房）

框架 30.5万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玉海

80
武汉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
产线项目5号建筑（综合动力站）

框架 7.8万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玉海

81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展示中心 框架 24057.7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智

82 南航武汉机场南工作区综合保障楼（一期） 框剪 26873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晋明刚

黄石市

83 宏维·天地6#楼 框架 30039.2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温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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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宏维·天地1#、5#、8#楼 框剪 87567.46 黄石市住宅建筑公司 郑吉凤

85 恒泽·花语还建小区13#楼 框剪 25231.4 湖北惠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晓丹

86 江泰春岸小区二期C区11#、12#、18#楼工程 框架 73444.71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宝林

87
碧桂园城市花园·桃源（一期）一标段A区（1～3#
、6～11#、13#、42#、A1#电房）

框剪 41499.53 黄石扬子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曹庭华

88 扬子·馥园1#-6#楼 框剪 137054.22 黄石扬子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皮龙义

89 鄂旅投·正信花园一期项目（B区）B4#、B6#楼 剪力墙 44389.55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陈军

90 碧桂园·壹方公馆项目二标段 剪力墙 18052.94 湖北江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义强

襄阳市

91 航空工业园01号综合试验厂房 框架 13283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李霞

92
襄阳四中迁建项目E体育馆,C2、C3教学楼，A5女生
宿舍，A2、A3男生宿舍

框架、钢
网架

45293.21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宁宏伟

93 襄阳市中心血站迁址新建（一期）项目 框架 23235.15 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锐

94 澜岸公馆1#、4#、5#楼 剪力墙 53838.24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明

95 碧桂园利达天玺一期1#、2#楼 剪力墙 11722.49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冬

96 天伦首府三期11#楼 框剪 9432.71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加里

97 九龙涺1#楼 框剪 17228.7 枣阳市宜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杨燕君

98 南漳县新城·悦隽项目3#、7#楼 框剪 13858.72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李鑫

99 襄阳市刘集中学建设项目实验楼（3#楼） 框架 6316.3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卜广羊

100
樊城柿铺片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项目6#、13#、
14#、20#楼

剪力墙 53174.59 中交一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刘洋

101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放疗综合楼 框剪 14910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

公司
李帅

102 风神襄阳公社D6#、D7#楼 框剪 30712
南通市常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石建银

103 襄阳汽车试验场扩建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 303260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元汉

104
樊城区棚改安置房项目（襄投·欣悦城）一期建筑
安装工程4#、5#、6#、10#、11#楼

框剪 71870.22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升棋

105 襄阳东津站综合枢纽工程
钢骨混凝土

框架结构
645600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肖应潮
周文清
王福全
李晓林
袁建飞
李华伟

荆州市

106 碧桂园·新城·楚天府二标段13#、16#楼 剪力墙 16261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汉英

107 荆州市楚天都市惠园3#、5#楼 剪力墙 45416.11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徐华斌

108 博森·翰林城（二期）10#、11#楼 剪力墙 25443.06 湖北中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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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荆州安瑞生物医药产业园（园区服务中心） 框架 11250.91 湖北明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磊

110
鄂旅投·99庄园二期总承包工程项目（16#-19#、
21#-23#楼）

框架 10384.56 湖北洈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金成

111 白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标段1#2#楼 剪力墙 17755.78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姚海献

112 白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B标段5#楼 框剪 12012.77 湖北路桥集团天复建设有限公司 魏胜

113 恒大翡翠华庭4#楼 剪力墙 19683.07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胡慧中

114 碧桂园·新城·楚天府一标段6#、7#楼 框剪 24559 江苏万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玮

115 联投国际城·璞悦湾二期一标段12#楼 框剪 14086.8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周涛

宜昌市

116 房投商务大厦
框架、框

剪
50323.04 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 李鑫

117
世行贷款湖北宜昌市三峡现代物流中心基础设施项
目三峡现代物流信息中心 (三峡现代物流信息中心)

框剪 38121.46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崇伟

118 融创·融公馆3#楼及一期地下室 框剪 13104.67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童

119 宜昌农业科技研发中心1#楼 框架 11733.07 湖北金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龚万云

120 共和景晨创业中心 框剪 65649 湖北中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帝

121
伍家岗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共和村三
期安置小区）1#-3#楼、社区服务中心及地下室

框剪 28705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曙光

122
宜昌通衢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棚户区改造(公路佳
苑小区)6#楼

框剪 10362.68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

司
朱朝辉

123
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空间拓展及功能建设项目(综合
楼及地下车库新建工程)

框架 13409.5 宜昌东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向军

124 宜昌火车东站西广场停车场及配套工程-停车楼 框架 40939.03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王公学

125 远安县桃花岛桥梁工程 / 2252.9 湖北省清江路桥建筑有限公司 熊伟

126 宏信·玫瑰城三期9#楼及9#楼地下室工程项目 框剪 32102.2 宜昌永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子伟

127
宜昌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心一期工程（网羽运动中
心、游泳馆）

框架 48841.1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永康

128
宜昌国际广场 (1#、2#、3#楼、地下室及商业裙房
工程)

剪力墙 174964.28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忠民

129 保利时代二期14#、15#楼 框剪 50790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贾恒进

130 宜昌恒大名都3-5#楼 剪力墙 62323.76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廖伟

131 锦绣城南棚户区安置房A6#、A7#楼 剪力墙 88314.59 长信建设有限公司 汪礼祥

132
中南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二期搬迁橡胶研发基地创新
能力建设项目--研发大楼项目

 框架 4343 湖北中建鸿友建设有限公司 张家宽

133
宜昌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心一期项目体育场钢结构
及屋面系统工程 (体育场)

框架、钢
结构

55704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赏根荣

134 智禧湾商品房项目5#、6#、7#楼  框剪 41483.64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杨成

135 远安县绕城公路及城区接线段建设工程第三合同段 市政 湖北省清江路桥建筑有限公司 韩庆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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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湖北香溪长江公路大桥
钢箱桁架拱桥

、斜拉桥、连

续梁桥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市政路桥有限公司、武汉

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祝良红

137 宜昌恒大山水城12#、16#楼 框剪 20310.18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葛江波

138 宏信依山郡14#楼 剪力墙 13978.67 湖北联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卢红菊

139 东岳二路（江南大道-翻坝高速） 市政 97348.45万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姚亮

140 宜昌夷陵妇女儿童医院 框剪 41656.59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司菊芳

141
宜都市市民活动中心项目（文化馆、博物馆、图书
馆）

框剪 33336.0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章威

142 宜昌城投碧桂园商品房项目7#楼及地下室 剪力墙 31579.42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张传红

143 三馆三中心 框架 27658 宜昌恒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徐刚

144
宜都市三江新城一期（城中村周家台子1#、2#楼）
棚户区改造项目

框剪 56027 湖北中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远兴

145
西陵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黑虎山村安置小
区）5#、6#、7#、8#楼及地下室

框剪 90369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之问

146 保利林语溪5#、6#、7#、8#、9#、10#楼及地下室 剪力墙 56478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胡军师

147 智禧湾商品房项目3#、9#楼及地下室 框剪 34257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占学权

148 秭归文化旅游服务中心项目 框剪 40912 湖北中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西冉

149 锦绣城南棚户区安置房B12#、B15#楼 框剪 30061.07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蔡靖

150 宜昌清能碧桂园二期B区25#、26#、27#楼 框剪 22097.01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丁建国

151 北辰港湾B区3#楼 剪力墙 20094.34 秭归县沙镇溪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闫乐

152 教学楼、篮球馆、地下室、门房、连廊 框架 27047.88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万松

153
胜利四路公共设施、居住项目（星光天地）1-2号楼
、裙房及地下室

框剪 107404.96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庄鲁

十堰市

154 郧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楼 框剪 8046.15 四川省蜀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强

155 郧西县第一中学新建学生宿舍楼 框架 8262 湖北质升昌建筑有限公司 曹迎春

156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整体迁建 实验楼 框架 7962.67 湖北惠儒城建有限公司 孙文

157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新建东山学生公寓 框架 20602.56 湖北惠儒城建有限公司 陈婧

158 十堰高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和住宅楼工程 框架 19286.94 十堰高度建筑总承包有限公司 兰金波

159 丽景湾花园商住楼（二期）4#、7#楼 剪力墙 38062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涌

160 十堰市一中南区学生宿舍楼及还建教室建设项目 框架 10008.57 湖北质升昌建筑有限公司 卢恩丽

161 南门医养结合多业态产业园A地块16栋综合楼-酒店 框剪 16300.00 湖北卓越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尹珍

162 竹山上庸茶城建设项目 框架 32458.26 湖北质高鸿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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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湖北斯慕丝科技时尚产业有限公司厂房及综合楼项
目

框架 25823.22 国瑞（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杨 进

164 房县凤凰郡商业C段 框架 4910.20 房县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洋

165 碧桂园·十里江湾建设项目5#楼 框剪 4408.73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娄洪刚

166 友德公馆 框剪 114955.00 江苏扬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俊

167 十堰市地下综合管廊PPP项目 剪力墙 45.3km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鲁列祥

168 十堰广电传媒中心 框架 56421.94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凡

169 老家沟安置区（兴丽城）B区8#楼 框剪 20427.60 湖北祥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涛

170
十堰和康茅箭区重点项目居民区14#、15#、16#、
17#楼

框剪 83923.02 湖北景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向诗敏

171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科技楼 框剪 7363.72 湖北中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马兴宝

172 公元海二期1#楼（凯旋世界城） 框剪 25750.10 福建省畅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季国平

173 金龙凤凰城二期甘泉苑2#、3#、5#楼 剪力墙 6551.93
十堰市华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谭孝国

174 航空路+火箭路+浙江路跨火箭路立交桥PPP项目 剪力墙 800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曾小勇

175 十堰市政府机关幼儿园 框架 9156 江苏扬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顾玉成

孝感市

176 孝感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一期工程 框架 9.9Km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峰

177 孝感市高新嘉园7#、8#楼及幼儿园工程 框剪 36599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何韬

178 孝感市中医医院城西院区一期门诊住院楼 框剪 10529.49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刘春满

179 安陆市社会福利院五院合一综合福利楼 框架 5381.58 湖北新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亚平

180 辉宇小城二期13#楼（S1） 框剪 9911.85 湖北辉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齐巍

181 湖北华中光电军民融合产业园101号、103号建筑物 框架 35993.33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罗太忠

182 华鸿东城雅郡工程1#、5#、6#楼 框剪 50076.79 浙江立鹏建设有限公司 夏宇

183 碧桂园·新城·华府5#、6#、8#楼 框剪 48002.75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徐忠平

184 全洲桃源黄香湖南部地块C2#、F3#楼 框剪 44392.3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王斌

荆门市

185
泓博·世纪首府（化纤厂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
期） 1#楼

框架 12663.12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赵阳松

186 聂绀弩图书馆（含非遗馆）、档案馆 框架 15092.56 楚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琴

187 新市华都二期1#、2#楼 框剪 40167.92 湖北力众世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张文波

188 长龙中央公园四期A组团一标段3#楼 框剪 21079.58 福建省长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鑫

189 中央华府二期A地块6#、7#楼 框剪 61873.31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田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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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荆门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目综合服务楼 框架 24867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杨红成

191 红星公园里六期（5#地块）1#、3#楼 框剪 79234 湖北荆捷建设有限公司 胡斌丰

192 丹桂广场小区2#楼 框剪 13652.15 湖北千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华

193 南湖佳苑6、8#楼 框剪 23626.81 钟祥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闵全福

鄂州市

194
鄂州航空都市区安置小区项目-燕矶安置点B1-1、
B1-2号楼、C1-8号楼

剪力墙 56791.07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方伟

195
鄂州市红莲湖新区棚户区（二期）A区项目7#楼、9#
楼

框剪 30598.42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干大兵

196 凯瑞城1#、2#楼 框剪 57412.48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子敬

197
鄂城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将军-楚江郡城）一期3#
楼

剪力墙 12175.08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许俊敏

198 光谷新都4#楼、6#楼 框剪 28571.87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才松

199
鄂州航空都市区安置小区杨叶安置点A2地块21#、
22#、23#楼

剪力墙 15772.25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剑

黄冈市

200 楚曦·新城府一期（资本大厦及地下室）工程项目 框剪 74546.76 中杰建设有限公司 胡德华

201 楚曦·新城府（住宅部分）1#、9#楼 框剪 15403.35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春海

202 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学楼 框架 7258.81 湖北麻一建设有限公司 罗昭毅

203 遗爱湖生态修复还建小区二期12#、13#楼 框剪 9897.1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英平

204 麻城市创融大厦 钢结构 39249.63 湖北麻一建设有限公司 潘思缙

205 蕲春县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期）体育场工程 框架 13575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勇

206 欣海世纪城13#楼 框剪 26570.81 湖北锐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斌

207
武汉经开区黄冈产业园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综
合超市、公寓

框剪 22486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吕金强

208 长河新城2#、4#楼
框剪、剪

力墙
25597.19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喜传

咸宁市

209 滨河大厦 框剪 9477.1 湖北闽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合军

210 咸安区实验学校改扩建项目实验楼 框架 4373.83 湖北文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贵洋

211 香山壹号二期31#楼 剪力墙 14722.82 湖北白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涂任军

212 崇阳县文体中心A、B区
框剪、网
架结构

17770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朱玉良

213 憬泓佳苑南地块小区1号楼 框剪 27406 湖北世纪中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鹏

214 华清园二期6#楼 剪力墙   8480.12 湖北鄂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校平

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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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千千水岸三期商业广场（随州万达广场项目） 框架 157811.85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彭洋

216 海翼·汉东至尊三期22#、23#、28#楼 框剪 38481.63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胡恒剑

217 随州印象6#楼 框剪 16587.84 随州市兴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之问

218 随州市曾都区中医医院医技综合楼 框剪 23997.59 湖北三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易学

219 云海天地小区6#楼及地下室 框剪 35341.26 湖北三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曹远海

220 随县中医医院门诊综合楼 框架 31197.6 湖北三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尤江涛

221 千千水岸三期景城一标段3#、5#、12#楼 剪力墙 73703.7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枨娆

潜江市

222
中国潜江生态龙虾城三期住宅项目（御珑国际一
期）22#、23#、24#楼

框剪 38885.87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家磊

223
潜江市中心城区还建房安置小区（中城1号）建设项
目1#、6#、7#、8#、9#、14#、15#楼

剪力墙 102646.84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白贺昶

天门市

224 华泰雅苑14#楼 框剪 5492.54 浙江中乐建设有限公司 张秀定

225 华鸿公园天下8#、9#楼 剪力墙 23879.88 浙江立鹏建设有限公司 夏伟光

226 天门富力院士廷一期2#楼 剪力墙 21745.1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郭红波

227 华茂阳光城四期工程8#楼 剪力墙 34469.22 湖北浩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剑波

228 天门市北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4#楼 框剪 13707.44 天门市华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费运涛

229 天门卓尔生活城一期3组团1#、7楼 剪力墙 32088.4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孙海军

230 天门滨江满庭春第一标段1#楼 框剪 25277.78 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顿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