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工程名称 结构
建筑面积或规模

（m
2
,万元）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武汉市

1 琴台美术馆 板柱/剪力墙 43080.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伍爱强

2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长丰村K5地块） 框剪 200717.1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新

3 新建商务、商业设施项目（葛洲坝国际广场南区） 框剪 369999.85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吴健

4
武汉大学东湖路沿线区域建设工程项目-水电教学科研
大楼等四项工程

框架 6329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代祥俊

5
新建居住、商务、商业及公共绿地项目（杨春湖启动区
C02地块）（一期）

框剪 119419.04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楼松良

6 武汉市仙女山路（墨水湖北路-四新南路）工程 市政工程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以强
胡海燕

7 武汉市轨道交通6号线二期工程土建工程第一标段 市政工程 /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延平

8 武汉市轨道交通16号线一期工程第五标段土建工程 市政工程 /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贾广武

9 绿地汉口一号工程 框剪 303957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寇小勇

10 银泰御华园小区内新建小学项目 框架 33117.59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怡

11 新建居住项目（常码村城中村改造K2地块） 框剪 235219.52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黎明

12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中小学、公园绿地项目
(汉宜路项目A、B、C、D地块及城市道路地下空间）
（汉宜路C地块）

框剪 98720.6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佩华

13 长丰村城中村改造K1地块 框剪 188626.94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新跃

14
新建居住项目（五里墩B1-2地块）（1-7#楼、幼儿园、
公租房配电房、5-7#配电房、开闭所、门房1、门房2、
地下室）

框剪 482147.93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珍珍

15
新建居住项目（E4地块）（1#-2#楼及地下室）施工工
程

框剪 89878.12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文强

16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老关村“城中村”改造
开发K1地块）1#楼

框剪 35027.5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胡文洁

17 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铁投·碳汇大厦） 框剪 78747.2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金壹泽

18 武钢三中（国际部） 框架 51996.01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丽萍

19 洪山村“城中村”改造开发用地K2地块（诚功大厦） 框剪 131294.23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正午

20 融科智谷工业项目（二期） 框剪 81221.35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海维

21 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科技创新综合实验楼 框架 26478.7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志勇

22 洪山区双建村城中村改造C包K3地块二标段 框剪 109148.52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梁新元

23 新建居住项目（建和村城中村改造K2地块）三标段 框剪 150966.91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陈云峰

24 调度通信楼 框剪 76818.73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刘刚

25 码头潭综合楼工程 框剪 55446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超

26 金银湖大厦建设项目 框剪 182616.18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邓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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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武汉碧云天 框剪 184809.16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秦大奇

28 顺丰武汉电商产业园项目一期（二标段） 框剪 70326.92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李水兵

29 住宅楼（交投合盛嘉园一、二期） 框剪 651259.9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海

30 集体租赁房试点项目 框剪 21357.78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范礼义

31 天汇龙城龙华苑项目第一标段 框剪 64981.98 湖北广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卢俊

32 住宅、商业、商务项目（P（2016）110号地块）二期 框剪 121474.9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姚树义

33 住宅楼（恒达盘龙湾·梅苑二期）第二标段 框剪 237547.67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亮

34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卫星产业园（一期）建
设项目

框架 72127.77 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晓亮

35 孔雀城·问津三期 框剪 122411.13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范继东

36 居住项目（莲花湖项目）1#、2#楼 框剪 50493.05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贺正伟

37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新天南路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EPC
总承包

市政工程 ／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邓运生

38 中建锦绣楚城一期（6#楼） 框剪 124624.16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方刚

39 汉津阳光城一期 框剪 86130.71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舒学武

40 汤湖55R2地块（汤湖观筑）一期 框剪 150085.59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彭涛

41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发中心项目和城市公园地下航空展览
馆项目

框剪 156744.71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胡文俊

42 工业项目D1-3b、D2-2栋 框剪 41793.73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景仁友

43 武汉工程大学流芳校区教辅9号楼工程 框架 33028.46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红军

44 湖北省监察委员会执法办案场所扩建项目 框架 3278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冯雷斌

45 湖北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配套厂房（全部自用） 框剪 89567.79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楷

46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新建学生公寓项目 框架 26364.55 中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喻亮文

47 居住、商业项目（中城·龙湖森林）一期、三期 框剪 209961.72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焕东

48 居住项目（新城·璞樾门第）二期二标段 框剪 160584.59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万正军

黄石市

49 黄石市十八中综合楼（1#教学楼） 框架 5261.15 湖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熊明煜

50 宏维半岛（B地块）4#、5#、6#楼 框剪 53323.37 大冶铜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大章

51 宏维半岛（B地块）1#、2#、3#、7#、8#、9#楼 框剪 111355.38 黄石市住宅建筑公司 柯闻彬

52
劲牌山南健康产业园仓库及前处理车间、动力中心、泵
房、仓库1、2

框架 39456.97 黄石扬子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潘成剑

53 吕四连住宅小区项目14、15#楼 框剪 36925.78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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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黄石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二期（办案技术楼）项目 框架 27083.79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戴雄

55 黄石市第五医院门诊医技楼项目 框架 49998.58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董武俊

56 尚湖湾尚书院一期 框剪 108339.46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胜利

57 大冶市人民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建设工程 框架 22001.78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邹磊

襄阳市

58 襄阳市城区集中供暖（襄城区）建设工程二期项目 框架 8576 中国化学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孙炜

59 襄阳市庞公新区综合管廊工程 市政工程 35323.28万元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发树

60 航宇幸福家园二期 框架 133511.68 湖北智成建筑有限公司 陈乔

61 国投·襄阳府住宅小区C地块5/8/9/12号楼 框剪 39001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朱长生

62
襄阳市胜利街景观大道综合整治提升工程EPC总承包工
程

框架 22255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唐道斌

63 襄阳市汉江北岸樊城段绿化、亮化工程 市政 9296.255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饶雄飞

64 樊城区棚改安置房项目(襄投福欣园)EPC总承包 框剪 137036.06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万亿成

65 襄阳中梁紫悦首府一期 框架 121430.16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尹刚

66 襄阳市委党校新校区综合楼 框架 15619.83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曹国强

67
襄阳科技城起步区A区综合产业基地（北区）A-7#研发
楼

框架 12484.45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郭璐

68
襄阳高新区蔡庄村双限房高新祥苑项目二标段6、8、9#
楼

框架 61436.36 湖北重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光照

69 襄阳高新创意产业园 A1 展示中心 框架 5007.51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陈顺华

70 高新祥苑项目一标段(1#楼） 框架 78772.62 湖北智成建筑有限公司 张川

71 保康县后坪镇老城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五标段） 砖混 6444.24 湖北保康金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宋长健

72 瑞江·东襄华府南区1-3、1-4、1-5号楼及地下室工程 剪力墙 53403.27 湖北润江建设有限公司 向军

73 南漳县人民医院新建外科住院大楼 框架 17970.26 武汉仁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泽民

74 碧桂园利达天玺（二期）15#楼-19#楼 剪力墙 63264.69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王永祥

75 枣阳市第三实验小学新建教学楼 框架 7376.94 襄阳市华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金平

76 东津新区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框剪 136219.04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胡安咏

荆州市

77 荆州市十方庵限价房项目 框剪 127652 湖北润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柯重奇

78
荆州区棚户区改造五台还建小区二期A区及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框剪 126289 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裴晓冬

79 碧桂园新城楚天府一标段（1#-7#楼） 框剪 87007 江苏万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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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碧桂园·新城·楚天府二标段 框剪 126755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鲁俊

81 楚天都市·壹号院二期工程 框剪 120458 泰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玮

82 湖北交投荆州发展大厦 框剪 83838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陈冬初

83 荆州市沙市区沙北徐桥B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1-3#楼 框剪 65915.74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吴边

84 荆州市荆州区棚户区改造太晖还建小区B区项目 框剪 225343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胡鹏

85
荆州市城北快速路（引江济汉渠-上海大道）建设工程
项目

道路 824768万元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肖伟

86 荆州市楚天都市惠园建设项目 框剪 117634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徐华斌

87 金辉融宇P（2018）011号宗地房地产项目（1#-4#楼） 框剪 96754 湖北安德广厦建设有限公司 陈孝艳

88
国网荆州供电公司集体企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验研
发基地)

框架 7711.4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雷

89 领地蘭台府房地产建设项目二标段 框剪 112582 湖北三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张宇

90 中建·荆州之星项目(1#、2#、6#、7#楼) 剪力墙 90142.7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怀红开

91 荆州市海子湖大道（景明观路-沪蓉高铁段）工程 道路 26734.74万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席铁柱

92 新建荆州市殡葬管理所项目（告别厅）14#楼 框架 6761.32 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 施爱龙

93
洈水运动休闲小镇一期项目文旅核心区土建施工（2#-
32#楼）

框架 46265.84 湖北洈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蒙

94 鄂旅投·99庄园二期总承包工程项目（15#-39#楼） 框架 51266.56 湖北洈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金成

95 松滋市划子嘴幼儿园建设项目 框架 5180 湖北中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雷蓉

96 公安县新建残疾人康复中心业务大楼建设项目 框架 5562.68 湖北舜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小明

97 石首市观澜国际小区二期 框剪 40438.33 湖北铭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汤建军

98 石首经济开发区金银路、创业路西延伸段道路工程 市政工程 17547.4086万元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汤文龙

99
洪湖市2018年棚户还建兴洪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工
程（一期）项目

剪力墙 135178 湖北文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威

100 中共洪湖市委党校项目行政综合楼 框架 7765.82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李志杰

101 雨台路（楚都大道-318国道）道路工程 市政工程 4522m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才礼

宜昌市

102
西陵二路棚改安置房（北辰港湾A区）A1-A5、幼儿园及
地下室

框剪 98808.91 长信建设有限公司 王玉武

103 白沙路项目C地块4#、8#15#楼 框剪 89984.3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朱仲宜

104 万豪中心D区1-4#楼、11#楼 框架 171026.45 国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小军

105 点军路（南站路-牌坊坡路）地下综合管廊 市政 11152.5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梁  超

106 五龙河（长江至江城大道）整治工程 市政 2048.00万元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谢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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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宜昌市将军路（江城大道-江南二路）道路工程 市政 10601.47万元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荣高

108
宜昌市双十路（江南大道-江城大道）（暂定名）道路
工程

市政 4046.92万元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涛

109 夷陵区梅子垭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三期项目 框剪 216842.59 湖北鑫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桂成

110 宏信·玫瑰城21-25号楼及地下室 框剪 29625.12 宜昌恒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阳孙弟

111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办事处第三初级中学建设项目 框架/5层 22199.61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忠维

112 军民融合产业园区建设项目31号、32号厂房 钢结构 42691 湖北省清江路桥建筑有限公司 左德新

113
兴山县2015年第一批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夫片区）二标
段

框剪 25085.5 兴山宏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莫小银

114 宜昌综合保税区仓储及加工厂房工程（一期） 框架/钢结构 400000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张育军

115 综保区市政道路工程10#道路 市政 1725.18m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振鹏

116 花园路（白雅路-赵庄路） 市政 1893.95m 江西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刘政军

117 枝江新建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框架 32133 中源宏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贤锋

118
龙津星城·星天地1#-3#楼、4#综合楼、5#-13#、21#、
23#楼工程

框剪 65501.09 湖北成元建筑有限公司 陈波

119 都市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7#住宅楼） 框剪 16562.36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吴兴恒

120
点军区五龙三路棚户区安置房改造项目（锦绣城南安置
房小区）A8-A14#楼、A-D#楼、A-E#楼、A-F#楼、B16-
B22#楼、A区2#部分地下车库、B区3#地下车库

框剪 234104.53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潘代鑫

121 宜昌市中医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工程 框剪 60920.83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亚军

122 兴润·香溪府 剪力墙 67846.76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黄圆圆

123
西陵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大树湾村安置房
小区）一期3-5#楼

框剪 56288 湖北沛函建设有限公司  关玉霞

124
保利·山海大观7-9#楼、14#楼、15#楼、W1社区大堂、
开闭所、南区地下室

框剪 118375.44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邹启乐

125
碧桂园凤凰城A区35#-43#楼、45#-50#、A1-A3配电房、
门房、地下车库

框剪 157633.24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振亚

126 阳光城中梁-国悦府10-14#楼、5#楼及部分地下室 框剪 63143.08 湖北屹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敏

127 一品江山5#、7#楼及地下车库 剪力墙 43786.1 宜昌固润港务建设有限公司 胡进

128 北宸之光幼儿园综合楼 框架 5598.56 湖北恒诚建设有限公司 佘勇

129 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 框架 36313.1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高良慧

130
宜昌长江国际文化广场1#办公、3#Mall、4#商业及部分
地下室

框剪 126196.06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宁欢

131
宜昌长江国际文化广场2#办公、5#商业、6-8#住宅及部
分地下室

框剪 113664.11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峰

132 宜昌南玻AG+AF玻璃盖板扩产项目厂房 框架 8409.94 长信建设有限公司 闫炎

133
宜昌华祥现代商贸物流中心三（3）期住宅39-41号楼及
地下室

剪力墙 44132.25 长信建设有限公司 杨勇

134
东山四路城市棚户区改造（新街坊）安置房二期4-8号
楼、A区地下室（住宅部分）

框剪 79528.2 湖北泰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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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阳光城·文澜府2#、3#、5#及地下室 框架 44881.08 宜昌泰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先兵

136 清江·月亮湾22#-24#楼三期A区地下室工程 框剪 67107.3 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金松

137
碧桂园·城央壹品建设项目三标段（11#、15#-20#楼、
地下车库一D区及地下车库二）

剪力墙 109259.24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代碧波

138 保利·山海大观5#楼、6#楼、消防控制室、南区地下室 剪力墙 92983.9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武

139 长阳新城二期3#、4#、7#、8#楼及地下室 框剪 19318.88 湖北广善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伟

140 御江丽景商住楼 框剪 62987.77 湖北奥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  波

141 长阳山水龙城小区建设工程1#、2#楼和酒店 框剪 62641.9 湖北奥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云龙

142 远安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四期配套市政道路建设工程 市政 1355.72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李 辉

143 远安县凤祥·凤城建设项目（三标段） 框剪 39217.34 宜昌东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敖海波

144
江南·URD那溪谷二期商品房项目5-8#楼、14-37#楼、
39#楼、41-45#楼及相应地下室

框剪 114992.67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贾恒进

145 宜昌市点军路（南站路-江城大道）市政工程 市政 8200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梁 超

146
兴山县2015年第一批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夫片区）三标
段

剪力墙 15565 宜昌华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春桥

147 金亚5号商业街8#楼工程 框架 11416.56 湖北天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雷蕾

148 电力器材检修实验中心 框剪 32619.58 湖北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金昌

149 夷陵区茶叶精制加工建设项目 框架 23394.7 宜昌市汇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江波

150 夷陵区南村坪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一标段 剪力墙 67704.51 国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望昕鑫

151 梅岭馨语房地产开发项目3#、4#、5#楼及部分地下车库 剪力墙 99694.97 湖北沧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熊晶

152 体育场路居住项目（房投.领尚）1#-5#楼、地下室 剪力墙 65239.24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黄琼

153
村民安置还建基地（都市产业园）综合楼、2#车间、4#
车间、6#车间

框架 31979.53 湖北勇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霆

十堰市

154
竹山县农产品物流园（通济沟示范产业园）标准化1#-
8#厂房建设项目

框架 76600 竹山县兴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毛海涛

155 房县第一中学整体迁建项目 框架 32000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俊泽

156
丹江口市南水北调中线水源调度运行管理系统工程管理
用房及配套工程项目

框剪 24915.93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卫

157 十堰市张湾区三馆两中心一广场总承包（EPC）项目 框架 116312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危正丽

158 世纪山水居住小区二期8#楼 框剪 29603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徐森

159 百强世纪城南区1#、2#、3#、5#、6#、7#楼 框剪 250218 湖北天达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刘海平

160 震洋·贵府二期1、2、3、9、10单元 框剪 113006.58 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锟

161 全兴府小区 框剪 26221 湖北天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急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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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楚天都市熙园施工二标段 17#-21#楼 框剪 137293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艳华

163 楚天都市熙园一标段10#、11#楼 框剪 27726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元

164
林荫大道2号线安置区（二期工程）项目B地块2#、3#楼
及地下车库

框剪 66851 湖北天达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吴先炎

165 十堰市航空路PPP工程 龙门隧道 市政工程 4.2km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昌杰

166
房县西关印象改扩建项目（房县全域旅游游客集散中
心）

框架/木结构 39.11公顷 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勃

167
西关印象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市政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EPC总承包项目（魁星阁+东地下室工程）

市政工程 7.9公顷 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毅

孝感市

168
孝感市2018年棚改项目老澴河南岸东部安置区（A区渡
口）一标段（10#、11#楼）

装配式剪力墙 126797.05 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少雄

169 西湖明珠傲梅阁4#、6#、8#楼 框剪 19131.5 湖北广场建设有限公司 田桂平

170
老澴河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西湖桥安置区1#、10#
楼

剪力墙 25570 湖北洲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鲁思宇

171 湖北工程学院工程实验实训中心项目一标段2#楼 框架 10126.78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敏

172 XX总装厂房（一期）建设项目 排架 7010.59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志峰

173
1#铸造车间、甲类仓库、员工楼、仓库、固废仓库、制
芯车间

框架 43208.3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郭向林

174
孝感市2018年棚改项目老澴河南岸西部安置区（A区）
（府前安置区）A3地块11#楼、A4地块9#楼

装配式剪力墙 19636.56 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李义仿

175
孝感临空生态智慧新城孝国土临 G（2018）05号地块项
目

框架 91747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丁海春

176 孝感市临空经济区规划凤凰港大道新建工程 道路 27000万元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国安

177 孝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东城院区建设项目 框架 96534.8 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文清

178 孝昌县七里湖综合治理项目（文化中心、体育中心） 框架 31963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凌伟

179 联城还建小区9#、10#、11#楼 剪力墙 24089.5 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振

荆门市

180
洋丰·象山玉园一期、二期（7#、8#、11#、12#、13#
楼）

框剪框架 184972.15 中开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郭军友

181 碧桂园楚悦台一期（3#、17#楼） 剪力墙 31707.96 广东龙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乔

182 天城雅苑1#、5#、9#楼 框剪 17915 江苏省江建集团有限公司 徐铁安

183 荆门市龙山中央商务区3#地块（2#3#楼） 框剪 41515.75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宋健

184 荆门龙山中央商务区1#地块 框剪 132402.14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林正杰

185 实地·荆门紫薇雅著（一期）35#楼 框剪 14272.84 湖北天达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许宏玉

186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名泉小学扩建工程综合楼 框架 5897.89 湖北荆捷建设有限公司 刘龙泉

187
新型环保型农药、农化中间体及农用药肥制剂一体化项
目C130丙类车间

框架 6362.94 湖北旌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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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中农联·鄂中农特产品电商物流商贸城(一期) 框架 43586.06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尹胜

鄂州市

189
鄂州市孙权大道（鄂东大道-吴都大道）地下综合管廊
工程

钢筋混疑土 2.8km/2.8亿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陈会盼

190 鄂州中梁佳兆业壹号院项目（1#楼） 框剪 15534.5 中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曹慎奇

191 联投水乡小镇二期（2.3、2.4期） 框剪 202116.03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毛国盛

192 碧桂园·黄金时代项目3#、4#楼及地下室（二期一标段） 剪力墙 29989.34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岩

193
碧桂园·黄金时代项目7#、8#、9#楼及地下室A区（二期

二标段）
剪力墙 14394.15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岩

194
鄂州恒大童世界首期住宅2#地块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
（45#楼）

框架 16025.78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庞少剑

195 鄂州融创·澜岸大观·汀澜项目（1#、2#） 框剪 36201.88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军朝

196 中建·状元府（027地块）项目6#楼、8#楼 框架 44567.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必军

黄冈

197 浠水县国家综合档案馆 框架 7292.74 湖北久联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张德松

198 燕加隆·蕲春府（一区）建设工程2#楼 框剪 31499.2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明志

199 长安世纪城C区5#、6#、7#、8#楼地下室及商业 剪力墙 68288.9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易媛

200 罗田县公共体育中心 框架 13262.5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叶畅

201 黄冈市明珠学校建设项目2#教学综合楼 框架 5243.29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能

202 遗爱湖修复生态还建小区二期14#、15#楼 框剪 21378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英平

203 黄冈居然之家垂直森林城市综合体工程 框剪 212791.15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健

204 黄冈城东新区综合馆项目 框架 13425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邹仕斌

205 黄冈碧桂园二期E区205#、206#、207#及地下室 框剪 82045.9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孙士亮

206
船用化学电源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禹王园104#厂房工
程

框架 26007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勇

207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项目、黄梅县
中医医院整体搬迁工程建设项目

框剪 120687.0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杨新东

208 黄梅新城首府S1-S3、1#--10#、开闭所、大门、幼儿园 框剪 195372.77 湖北中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高明

209 罗田县公共实训基地（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框架 8649.77 湖北富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何泽林

210 中共麻城市委党校迁建项目 框架 21933.42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国刚

211
武穴市2017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3#、
4#楼

框剪 31498.16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皮金胜

咸宁市

212 湖北商贸学院咸宁校区文体中心 框架 13620.63 湖北环亚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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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咸宁城际空间站一期A地块一标工程项目施工A-5#、A-
7#楼

框剪 28612.92 新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明阳

214
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示范区项目（咸宁市旗鼓大道北延
伸段（银湖大道-香城大道）道路排水工程）

道路 35671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致富

215 咸宁市养老康复中心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 框架 12120.71 湖北正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银

216 咸宁市档案馆 框架 5524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向红

217 湖北科技学院工程实验实训中心大楼 框剪 50902.31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德欢

218
桂乡大道棚户区改造安置社区（一号安置点）（11、
12#）楼

框剪 1270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董翠兰

219
咸宁新产业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智能制造实训中心、汽
车与航空实训中心）

框架 9200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汪祖兴

220 咸宁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2、4、6#厂房） 框架 54588.26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张全中

221 赤壁碧桂园10#楼 框架 15423.64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尤楚雄

222
赤壁市电子信息创业园（维达力三期万津实业电子玻璃
生产基地）

框架 140933.35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鲁爱国

223 鄂旅投咸宁军旅小镇首开区公共安全研学馆 框架 13989.9 湖北洈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肖春梅

224
咸安区文体中心一期（剧场、图书馆、群艺馆及地下车
库）

框架 49834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国辉

225 咸宁嫦娥大道浅月湾6-7#、9-13#、15#、地下车库工程 框剪 59000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左梦蓝

226 通山县南林桥双创（扶贫）产业园一期建设工程 框架 62001.83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吕为平

227 通城县银山金城22#楼 框剪 14074.7 湖北正印建设有限公司 方声铭

228 通城县银山金城27#楼 框剪 15913.29 湖北正印建设有限公司 陈峰

229 通城县金融总部传媒中心 框架 60727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高健

230 金和苑项目1#楼 框剪 9895.22 怡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志鹏

231 咸宁市精神病人社会福利院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框架 11329.73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方国安

232 咸宁碧桂园温泉城博实乐学校 框架 42283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孔又平

随州市

233 随州碧桂园南山叠翠片区二期48#楼 框剪 17182.18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明

234 随州吾悦广场27#楼 剪力墙 14165.78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贾成

235 广水市杨寨镇棚户区改造安置小区建设项目 砖混 50128.9 湖北辉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熊琴

236 广水市永阳学校建设项目 框架 28946.19 武汉市傅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海军

237 交投.金科府1号地块7号楼 框剪 21863 江苏广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范钦海

238 千千水岸冠城2、3、15、BS6、BS7、BS8号楼 框剪 56209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意欢

恩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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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恩施市民艺幼儿园建设项目 框架 13086.81 恩施自治州大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宋发成

240 九尊上苑天禧1#楼 框剪 17978.79 湖北省宗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峰超

241 恩施卷烟厂原料库建设项目 框架 80117.7 湖北新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胡宏伟

242 咸丰县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工程 框架 25172.16 荣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龙庭

243 恩施玺悦 框剪 64516.93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刘兰军

潜江市

244 湖北中伦生态龙虾城有限公司三期住宅项目（19#楼） 框剪 12714.44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家磊

245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整体搬迁（一期）PPP项目 框架 55769.22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赵 超

246 潜江市综合档案馆 框架 8000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饶雄飞

仙桃市

247 风和日丽（一期）1#、7#楼 框剪 44948.66 湖北辉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熊磊

天门市

248 碧桂园·玖玺三标段 剪力墙 65245.3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冬传

249 楚天世纪城7#、8#、9#、10#、11#、12#楼 框剪 157204.3 湖北舜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郁小峰

250 陈方安置小区二期工程第二标段3#楼 框剪 10705.72 湖北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佐成

251 碧桂园·左岸新都总承包工程 剪力墙 36133.11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秋全

252
天门教育园（天门市实验初级中学）建设项目第一标段
（天门市实验初级中学初一、初二、初三教学楼）

框架 15433.3 湖北华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雷圣义

253 天门市中天国际小区2#3#4#楼 框剪 35926.16 湖北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石见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