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工程名称
结构
类型

建筑规模(㎡)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武汉

1 新建商务设施项目（湖北捷龙大厦项目） 框剪 48626.3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雷佳芳

2 龙阳中学综合教学楼（一区）、（二区） 框架 38587.08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胡俊雄

3 碧桂园·学府壹号商业C 框剪 47199.14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勇刚

4 居住项目（岱家山庄）6#、8#楼 剪力墙 25777.69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干大兵

5 居住、商务项目(泛悦城）二期2标段施工总承包项目T2号楼 筒体 63163.9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鞠传跃

6 新洲万达项目C1地块10#、13#、17#楼 剪力墙结构 48255.95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小江

7 住宅楼（兰江·华庭）二期5#楼、6#楼 剪力墙 75480.72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张汉明

8 武汉市轨道交通2号线南延线光谷广场综合体土建工程 框架 162612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彭齐瑞

9 MAX科技园（武汉•江夏）东区一期25#楼研发楼 框架结构 19085.53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世顺

10
武汉生物农业产业基地一期6#、9#、11#、12#、13#楼（不含纯
地下室）

框剪 39552.32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程展

11
新建居住商业设施项目（K4地块二期二区B地块）K4-4-6#、K4-
4-7#楼

框剪 149130.2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丁灏

12 老关村“城中村”改造开发K1地块7#楼 剪力墙 18751.96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詹进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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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翰宇药业生物医药生产基地（一期） 钢结构 58858.44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群英

15 工业项目D1-3b栋 剪力墙 32463.73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景仁友

16 居住项目（绿城联投花山57号地块）G1#、G2#、G3#、G4#楼 剪力墙 39009.9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吴强

17 商务、商业项目（光谷科技大厦）标段二 框架 70024.2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宋凯

18 全球公共采购交易服务总部基地办公部分二期4#楼 框剪 21537.6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陶伟

19 华中农业大学工科创新与实训基地  钢混框架 18236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蔡诗发

20 住宅楼（鑫叶龙城）一标段1#楼、3#楼 剪力墙 33148.24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齐春华

21 武钢高新技术产业园（全部自用）7#、8#厂房 框剪 23065.3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磊

22 教学实验楼 框架 30119.73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吉江

23 越秀逸境8#、9#、10#、11#住宅楼 框剪 210036.3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梁正宇

24 工程机械物流产业园 框架 129753.93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中正

25 九峰农民还建社区B、C地块6#楼 剪力墙 25215.8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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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东西湖区金银湖商业综合广场（万达广场） 框架 174534.31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明

27 武地华发-时光一标段1#、3#楼 剪力墙 54428.03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良峰

28
商务商业居住项目（一期）城投·四新之光03J10a、03J10b地块
项目1#、3#楼

剪力墙 77126.16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霖

29 东西湖区金山大道（九通路-机场路）改扩建工程 钢结构 10.74公里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志文

30 居住、商务项目（泛悦城）二期一标段(15#楼) 剪力墙 49561.79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成燕

31 唐家墩城中村改造K4地块1#-4#楼及地下室 剪力墙 436310.19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建

32 新建住宅项目（武汉绿城·黄浦湾A地块）11#楼 剪力墙 24469.79 武汉汉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罗涛

33 银泰御华园小区内新建小学项目 框架 33086.76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怡

34 北湖污水处理厂及其附属工程土建工程 剪力墙 470000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杨国新

35 生态住宅社区B地块（华侨城·原岸）一期一标段T1#-T6#楼 剪力墙 132009.6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凡淑敏

36
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产城融合示范新区一期项目（2#楼、7#楼
、8#楼）

框剪 490743.47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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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精密重力测量楼 框架 29844.21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权建明

39 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保税光电子产业园项目1#厂房 框架 58439.36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周锋

40
新建居住与商务商业设施项目（汉阳区杨四港项目启动片区G地
块）1#、2#楼

剪力墙 120865.75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夏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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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住宅、商业、商务项目P（2016）110号地块二期24#栋 框剪 121474.9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姚树义

43 码头潭综合楼 框剪 55446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超

44 新建居住、商务与商业设施项目（青洲盛汇）二期 筒体 81756.53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慧

45 新建医技综合大楼项目（武汉市普仁医院） 框架结构 71528.11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黄爽英

46 居住项目（曙光村城中村改造K5-1地块） 剪力墙 177826.98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赵世雄

47 碧桂园·凰城悦山湖三期13#、14#住宅楼 剪力墙 29516.75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洪剑

48 武汉中心书城 框剪 71904.1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明权

49 当代君悦湾一期（一标段）2#、3#、6#、7#楼 剪力墙 112688.87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喆

50
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居住项目（十里铺城中村二期改造K3地
块）6#楼

框架 69272.42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兴亮

51 仙山小学 框架 29959.28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陈军华

52 永安堂小学-综合教学楼、报告厅  框架 14618.39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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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国博三小综合楼、教学楼 框剪 16131.54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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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武汉市轨道交通七号线秦园路风塔配套综合开发建设一期工程
圆钢柱核心筒结

构
102122.85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傅义铁

黄石

56 大冶市尹家湖公立幼儿园 框架 24419 湖北益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晓林

57 碧桂园城市花园桃源38#楼 框剪 15432.38 大冶铜建集团有限公司 周元志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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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正宏·金湖星都2#楼 框剪 16465.91 湖北惠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玉玲

60 宏维半岛（B地块）5#楼 框剪 26363 大冶铜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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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劲牌山南健康产业园（仓库及前处理车间（一）、动力中心
（二）、泵房、仓库一、仓库二）

框架 39456.97 黄石扬子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潘成剑

63 白马山小学扩建项目1、2#教学楼及连廊 框架 5449.42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熊军

襄阳

64 航宇幸福家园二期2#、5#、6#、10#楼 框剪 41908 湖北智成建筑有限公司 陈乔

65 瑞江·东襄华府南区1-3#、1-4#楼 剪力墙 31851.53 湖北润江建设有限公司 向军

66
襄阳市公安局“两中心两基地”项目业务技术大楼工程、泅渡馆
工程、看守所工程

框架结构 68409.38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刘运庚

67 襄州区第八中学 框架 16000 襄阳盟臻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开宏

68 宏泰越秀东津新区项目A地块一期10#、11#楼 框剪 28222.23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雄平

69 湖北交投·颐和华府10#楼 剪力墙 12376.98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殷守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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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东津新区公共租赁住房小区项目二期工程9号、10号楼 框剪 27234.96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胡安咏

72 襄阳市东津新区（芳树路-肖营路）新建工程PPP项目 市政工程 3.57km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其洋

73
东津棚改安置房项目（沁和园）16-B13地块 1#、2#、3#、12#、
13#、16#楼

剪力墙
38038.4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姜红卫

74 瑞江·东襄华府南区1-1#、1-2#楼 剪力墙 27703.32 湖北润江建设有限公司 向军

75 东津棚改造安置房项目（沁和园）NH13-1地块-5#、8#、12#楼 框剪 31872.47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应松

荆州

76 碧桂园·中央公园二标段 11#、12#楼 剪力墙 29073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袁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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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监利县文化体育中心（文化馆、体育馆健身综合服务中心） 框架 38399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刘军

78 湖北交投荆州发展大厦（1#、2#办公楼及综合楼） 框剪 63918.83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陈冬初

79 中建·荆州之星6#、7#楼 框剪 1623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怀红开

80 荆州奥园学府里建设项目（15#、20#） 剪力墙/框剪
51777.98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斌

81 兴洪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一期）项目2#、5#楼 框架 30110.43 湖北文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威

82 荆州区棚户区改造五台还建小区二期A区6#楼 剪力墙 126325.96 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裴晓冬

83 监利城市广场（二期）7#、9#楼 剪力墙 41684.15 湖北博森百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熊一鸣

84 清能·学府花园一期（5-10#楼、地下室）工程7#楼 框剪 26461.29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贺忠元

85 石首市观澜国际小区二期4#楼 剪力墙 12762.35 湖北铭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汤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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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荆州区棚户区改造太晖还建小区
A区项目6#楼

框剪 13577.34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胡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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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天都市·壹号院二期10#、12#楼 框剪 36466 泰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玮

90 荆州区白荷还建小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4#楼 框剪 10540.4 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志勇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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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盛世名苑1#楼 框剪 25715.87 湖北利生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陶婷

93 新城吾悦广场城市综合体一期（一标段）1#楼 框架结构 113999.88 湖北润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习文

94 新城吾悦广场城市综合体一期（二标段）1#楼 框架结构 106113.88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安宁

95 特发•幸福里7#楼 框剪 13174.71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张开明

96 金辉融宇P(2018)011号宗地房地产项目2#、3#楼 框剪 53066.39 湖北安德广厦建设有限公司 陈孝艳

97 荆州保利·堂悦1#楼 剪力墙 22339.46㎡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包五喜

98
荆州纪南文旅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一标段（高岳还建小区三
期）E4#、F3#楼

剪力墙 23631.25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曾红波

99
荆州纪南文旅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一标段（高岳还建小区四
期）B1#、B4#楼

剪力墙 25042.8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曾红波

宜昌

100 万科理想城C1#-C8#楼 剪力墙 130516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魏毅

101 龙津星城21#楼、23#楼 框剪 40606.41 湖北成元建筑有限公司 江婷婷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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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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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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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9.61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忠维

104 长阳山水龙城小区建设工程1#楼 框剪 24291.18 湖北奥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云龙

105 御江丽景商住楼 框剪
63024.81

湖北奥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  波

106 同强路居住项目3#楼、4#楼和地下车库二 框剪 38313.01 湖北屹峡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长锋

107 兴润·香溪府1#、2#、3#楼 剪力墙 24334.41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黄圆圆

108
长阳碧桂园项目一标段S1#、1#、2#、3#、5#、6#楼及地下车库-
3#楼

框剪 11367.77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姬周强

109 夷陵区文化中心（四馆合一）职工活动中心、文化馆 框架 23166.78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林祥德

110 枝江新建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框架结构+钢构

屋面
32133 中源宏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贤锋

111 兴山县皇家庄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工程4#楼 剪力墙 21560 湖北晶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新雷

112 都市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一期）5#、6#、7#楼 框剪 48147.52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吴兴恒

113 高投德邻院2#楼 框剪 17329.31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池圣治

114 保利·香槟国际房地产开发项目1#、6#楼 框剪 30160.49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何伟

115 碧桂园北站之星17#楼 剪力墙 11064.59 湖北联诺建设有限公司 刘福玉

116 西陵二路棚改安置房（北辰港湾Ａ区）A5#楼 框剪 11133.4 长信建设有限公司 王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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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5号学生公寓 框架 10403.32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彭晓

119 点军双溪棚户区安置房改造项目二期工程8#、17#楼 框剪 28772.76 中源宏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平

120 宜昌环城南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1号地块1#、2#、6#楼 剪力墙 35985.01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梁新元

121 宏信·玫瑰城10#楼及地下车库 框剪 36060.84 湖北联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斌

122
桥边村、白马溪村城市棚户区（城中村）安置房（二期）项目8#
楼、9#楼

框剪 27686.35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常旗

123 宜化·巴黎香颂二期12#、13#楼 框剪 57164.5 长信建设有限公司 史永波

124 猇亭区民主路安置房（二期）B2#、B3#楼 框剪 35403.57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张建军

125 猇亭区民主路安置房（二期）B4#、B5#楼 框剪 26085.04 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 杨忠涛

126 长阳人民医院急诊医技综合楼及地下停车场项目 框剪 35564.57 湖北绿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丁柯

127 龙津星城一期B区16#楼 框剪 10148 湖北成元建筑有限公司 肖良炎

128 保利·山海大观9#楼 框剪 4276.72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邹启乐

129 梅岭馨语房地产开发项目1#楼2#楼 剪力墙 36724.42 湖北沧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熊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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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秭归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一期）金缸城安居房工程（1#、5#
楼）

框剪 26957.56 湖北江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孔锋

131 江畔大地11#楼及地下车库 框剪 19504.62 湖北广善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冉志刚

132 兴山县2015年第一批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夫片区）一标段7#楼 框剪 20436.9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徐武

133 西陵花园住宅区配套用房工程 框架 11424.17 湖北鑫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章少军

134 江河路居住项目（建设·见山）3#、4#楼 剪力墙 24458.35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小丽

135 民富新天地9#楼 框剪 26410.52 湖北中建鸿友建设有限公司 李海东

136 光学车灯非球面透镜制造项目（6#厂房） 框架 20339.13 湖北晶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九龄

137 兴山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框剪 14699.8 中源宏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春华

138 江河路居住项目6#、7#楼 剪力墙 25424.54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薛玉玲

139 宜昌市东山开发区东北苑厂房及配套办公楼项目3#厂房 框架 6215.3 湖北鑫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涛

十堰

140 竹山县龙山盛景居住区22#楼 剪力墙  14844.6 竹山县恒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吕跃南

141 郧西县城关镇牵牛大道棚户区改造车家沟安置小区8#楼 框剪 30052.24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肖雄

142 房县第一中学整体迁建项目7#、9#、10#楼 框架 53594.8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俊泽

143
秦巴片区产业扶贫示范园二期部分项目及三期基础设施建设PPP
项目30#、31#生产车间

框架 15438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李晨

144 D02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汉江观邸 6#楼 框剪 18231.99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建朝

145
竹山县农产品物流园（通济沟示范产业园）标准化4#、5#、6#、
7#、8#厂房建设项目

框架
41149.6

竹山县兴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毛海涛

146
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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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下室工程+魁星阁）

框架 7006 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毅

147 丽景湾花园商住楼（三期）1#、2#楼 框剪 32349.79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左云

148 竹山县旺恒国际商贸城(商业楼1#-24#楼) 框架 386632.34 湖北亿网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小明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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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0 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勃

150 郧西天河国际城二期11#楼 框剪 11880.24 湖北海厦建设有限公司 李选举

151 郧西县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 框架 8480 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雷庆

152
郧西县城关镇牵牛大道棚户区改造车家沟安置小区1#、2#、3#、
社区活动中心

框剪 55756.25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肖雄

153 德昌·华夏浅水湾1#商住楼 框剪 13511.93 湖北天达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严玉良

154 老家沟安置区（兴丽城）B区10#、楼 框剪 17412 湖北祥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涛

155 十堰市谢家村安置区B地块（国瑞华府一期）18-23#楼 框剪 160000 重庆渝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祖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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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世纪山水居住小区一期5#楼、6#楼 框剪 26560.03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魏鹏

157 十堰广电传媒中心景观广场工程和地下停车场工程 框架 15863.43 湖北惠儒城建有限公司 罗勇

158 十堰市殡仪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吊唁楼、综合服务楼 框架 17212.87 湖北惠儒城建有限公司 李玉鑫

孝感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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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楚鹏检测大楼 框剪 27220.16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芳洲

161
孝感市2018年棚改项目老澴河南岸西部光明安置区安置A1区4#楼

、A2区5#楼
装配式剪力墙 14891.06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卢彦舟

162 中共孝感市委党校建设项目 装配式框架 20330.03 湖北广场建设有限公司 程三焕

163 西湖明珠傲梅阁４#、６#、８#楼 框架 18590.89 湖北广场建设有限公司 田桂平

164
孝昌县经济开发区五四社区棚户区改造三期工程（城中村）Ｇ1#
楼

框架 7843.2 湖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涛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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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5.24 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少雄

166 孝感市2018年棚改项目老澴河府前安置区A3—11#楼、A4-9#楼 装配式剪力墙 19636.56 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李义仿

167 孝感市2018年棚改项目老澴河北岸星火安置区3#、10#、12#楼 装配式剪力墙 58081.16 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雍红梅

168
孝感市2018年老澴河棚改项目（一期）文昌阁安置区西区Ｗ１#

、Ｗ４#楼
装配式剪力墙 27439.26 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尹兵竹

169 老澴河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西湖桥安置区1#、10#楼 框剪 25475.58 湖北洲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鲁思宇

170 红林公司XX总装厂房（一期）建设项目 钢结构 7010.59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志峰

171 联城还建小区10#楼 框剪 13858.5 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振

172
孝感市2018年老澴河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九真安置区１#、

２#楼
框架 30284.45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程宝祥

173 孝昌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厂房（不含钢结构部分) 框架 16465.94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方磊

174 天伦首府7#楼 框剪  16199.35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保明

175 湖北交投·颐和华府（孝感）项目7#楼 框剪 12603.46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钱文科

176
孝感临空生态智慧新城孝国土临Ｇ（2018）05号地块　(1#—16#
楼）

框架/钢结构 91747.49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丁海春

177 孝昌县七里湖综合治理项目-文化中心 框架 19963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凌伟

178 安陆市中医医院康复大楼 框剪 12620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永生

荆门

179 中国农谷干部学院（沙洋）建设项目学术报告厅、3#宿舍楼工程 框架 26395.38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安

180 万华城碧桂园翡翠公馆地块二2#、3#楼 框剪 15836.02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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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荆门市漳河新区天鹅学校2#教学楼 框架 4878.26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尚卫东

182 承天·双湖林语二期1#楼 框剪 39977.06 宜昌市三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胡茂强

183 众和·月湖壹品(一期)3#楼 剪力墙 15280.94 荆门市晨旭建筑有限公司 尹厚金

184 荆门天地B地块综合楼9#楼 框剪 50663.17 湖北利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尚昆

185 碧桂园楚悦台项目一期3#、17#楼 剪力墙 31104.8 广东龙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乔

186 荆门天地二期1#、2#楼 框剪 78632.03 荆门市东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濮国全

187 泓博·世纪首府（化纤厂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8#楼 框剪 14884.58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赵阳松

188 联投国际城（京山）四期21#、22#楼 框剪 52285.33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陈挺

189 荆门龙山中央商务区4#地块7#、8#楼 框架 31110.64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林正杰

190 二医综合大楼
框架-核心筒/剪

力墙
66652.64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有林

鄂州

191 葛店完全中学建设项目 框架 11414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鲁庆华

192 葛店开发区陶塘—岳陂安置社区建设工程二期(20#楼) 剪力墙 2830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陈智

193 阳光西西里二期（6#8#） 框剪 17248.7 湖北华筑建设有限公司 朱卫国

194 联投水乡小镇二期（2.3期）G-4#、G-5#、G-6#楼 剪力墙 68853.81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毛国盛

黄冈

195
黄冈大光华高级中学一标段（高级中学）1#楼（教学楼、行政
楼）

框架 39354.93 中杰建设有限公司 潘碧军

196 长安世纪城C区5#、6#、7#、8#楼地下室及商业 剪力墙 68037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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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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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罗田县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罗田县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

框架 8649.77 湖北富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何泽林

200 至信福邸6#楼、7#楼 剪力墙 50482.83 中至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长永

201 麻城市万豪地中海小区三期19#、20#楼 框剪 25105.62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饶从文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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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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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咸宁市梓山湖新城梓苑项目一期15、17号楼 框剪 20064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库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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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恒基·国宾府一期42#楼 框剪  6231.44 福建来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俊生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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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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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通城一中新建食堂 框架 8595.71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蔡正再

209 洁丽雅·龙栖蝶谷二期33、39、40号楼 框剪 22195.5 湖北闽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辉泰

210 通城县银山金城二期22#楼 框架 13134.16 湖北正印建设有限公司 陈峰

211 通城县银山金城二期27#楼 框架 15913.29 湖北正印建设有限公司 方声铭

212 通城龙湾新城C区12#、16#楼 框剪 13134.16 湖北玉立华隆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余辉

213 咸宁金融信息港建设项目（一期）金融中心 框架 7773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饶方平

214 咸宁市档案馆 框架 5524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向红

215 始峰·悦府1#楼 框剪 100698.32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佳琳

216 咸宁碧桂园温泉城博实乐学校 框架 42283.19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孔又平

217 赤壁碧桂园10#楼 剪力墙 15000.97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尤楚雄

随州

218 随州红星天玺小区10#楼 框剪 20126 湖北盛荣威建设有限公司 王争光

219 随州吾悦广场27#楼 剪力墙 14646.78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贾成

220 随州市曾投·璟园小区第6标段15#楼 框剪 10731.4 湖北盛荣威建设有限公司 张祖安

恩施

221 恩施卷烟厂原料库建设项目 框剪 80117.73
湖北新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胡宏伟

222 恩施玺悦3#、4#楼（商业和酒店） 框剪 10021.21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刘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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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恩施市金殿幼儿园 框架 41900 湖北中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曾琼芳

225 恩施农产品加工园生活配套服务区（D区）一期工程3#商务酒店 框剪 13067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璐民

226 利川市第一中学整体搬迁工程23#、24#楼 框架 8349.34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红梅

潜江

227 潜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框架 29537.48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周现军

228 湖北中伦御龙国际二期 17#、18#楼 框剪 25429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家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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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潜江市中心城区还建房安置小区（中城1号）设计施工一体化总
承包（EPC）建设项目2#、5#、10#、13#楼

剪力墙 63832.1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白贺昶

仙桃

230 仙桃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主楼（一期） 框架 26574.2 金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永红

231 蓝天新城3#楼 框剪 24734.48 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齐同华

232 时代天骄四期25#楼 框剪 13186.47 亚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强

233 仙桃市汉江综合整治项目棚户区改造工程2#楼 框剪 28313.6 湖北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银

234 湖北波顿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105.106车间） 框架 4807 湖北正泰建筑有限公司 胡宇辉

天门

235 碧桂园·玖玺7#楼、8#楼 框剪 29359.49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冬传

236 天门卓尔生活城一期3组团11#楼 剪力墙 10702.78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孙海军

237 楚天世纪城2#、7#、8#、9#、10#、11#、12#楼 框剪 158015.48 湖北舜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郁小峰

238 中天国际小区2#、3#楼 剪力墙 32218.34 湖北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石见犬

239 天门市陆羽金龙嘉苑棚改项目7#楼 框剪 9466.91 湖北尧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昭

240 天门市凡店片区城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第二标2#楼工程 框剪 13114.53 天门市华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小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