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州市建筑业协会文件
荆建协〔2022〕10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第二批
荆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场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筑业协会、各会员单位：

根据《荆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场评审办法》，

经企业申报、各属地审查推荐、专家现场核查、协会综合评

审和网上公示，确定“荆州党校迁建项目（一期）”等 40

项工程为“2021 年度第二批荆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

场”。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2021 年度第二批荆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

场名单

荆州市建筑业协会

2022 年 2 月 10 日



附件： 2021 年度第二批荆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场名单

序

号
工程名称

结构/

层次

建筑面积或

规模（M
2

,万

元）

施工单位
项目

经理

中心城区

1 荆州城发·新时代（一期）、（二期） 框剪 89593 湖北银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涂传锋

2 荆州党校迁建项目（一期） 框架 24400.29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吴隽

3 荆州市档案馆改扩建工程 框架 4605.01 荆州市舜天建筑有限公司 郑宁

4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业务技术用房 框架 5057.7 惠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军军

5 金科·集美书院（二期）9#、10#楼 剪力墙 22231.19 湖北舜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忠祥

6 荆州市中医医院中医特色大楼建设项目 框剪 71797.19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洪涛

7 荆州市中心血站新建业务大楼 框架 10756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崔振坤

8 荆州区科创园公共服务基地一期 框架 46819.65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黄翔

9 碧桂园·央玺一标段(6#、12#楼） 框剪 28625.91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汪重良

10 荆北院区新建（二期）一期建设项目 框剪 120986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旭生

11 红门路（荆沙大道—地方铁路）道路工程 市政
22993.58

万元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舒稳

12 荆北片区湿地水系公园建设项目 市政
14031.9

万元
荆州市路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王振文

荆州区

13
荆州昌隆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办公楼实

验楼、倒班楼工程
框架 7707.66 湖北宏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陶红

沙市区



14
沙市区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中山

街道-1片组（长港路社区）
市政 1652 万元

湖北博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马书红

纪南文旅区

15 纪南·楚肆水街（南区）01#楼 框架 22197.62 北京城建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王晖

16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整体搬迁新建校

区建设项目（3#教学实训楼）
框架 26647.04 湖北晟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才华

荆州开发区

17
年产 3000 吨电子级高纯度喷印墨水染料

及 5000 吨喷墨墨水项目
框架 33710.8 湖北荣兆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炜

18 荆州市楚天都市·润园一期工程 框架 194539 湖北三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李兵

19 荆州开发区岑河农场卫生院新建工程 框架 12760.87 湖北望新建设有限公司 陈江峰

20
荆州开发区季家台一期片区棚户区改造

工程
剪力墙 185185.9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司马涛

21
荆州开发区季家台二期片区棚户区改造

工程
剪力墙 150492.2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司马涛

江陵县

22 华伟服装生产项目 框架 22725.38 华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知华

23 江陵县人民医院传染病楼 框架 9798.87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宁

24 江陵县中医医院建设项目 框架 19756.26 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龙

松滋市

25
松滋市妇幼保健院（金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儿童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框剪 37509.16 湖北宏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岸

26
荆州松滋碧桂园一期22#、27#、28#29#30#

楼、31#、A6#电房、A7#电房
框剪 51514.78 江西腾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罗振喜

27 松滋市金投·新城印象 3、4#楼 剪力墙 24586.86 湖北远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佘昌权



公安县

28 书香澜岸一期项目 剪力墙 143078.8 湖北明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伟

29 公安县竹溪小学新建工程 框架 29949.17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朱晓宇

30

公安县青吉工业园民生路西延伸线等 10 条

道路及孱陵大道等六条市政道路工程--民

生路西延伸线

市政
18464.74

万元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仁俊

31 公安县县委党校整体搬迁重建项目 框架 15238.97 湖北舜安建设工程团有限公司 朱典龙

32 公安县园区服务中心、职工服务中心项目 框架 13800 湖北舜安建设工程团有限公司 雷 军

33
公安县青吉工业园青吉人家（园区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 1#楼
框架 19913 湖北明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邹世华

监利市

34 监利县老年大学建设工程 框架 8030.96 监利县建筑工程总公司 沈龙

石首市

35 石首市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建设项目 框架 4892.63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夏江

36 石首市殡仪馆吊唁堂建设项目 框架 11542.43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陈益雄

洪湖市

37
新建精密机械电子零部件生产项目 1#厂

房
框架 6626.5 湖北江河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夏力

38
新滩美好未来新城 PPP 项目（一期）12

年一贯制学校
框架 112836.2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程鹏

39
洪湖市 2018 年棚户还建兴湖小区改造及

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一期）
框剪 102704 洪湖市滨湖建筑工程公司 卢涛

40
洪湖市城西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教学

楼、行政楼
框架 13410.63 湖北东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