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度第二批湖北省建设优质工程（楚天杯）获奖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主体结构
规模（㎡或

万元）
项目经理

武汉市

1 湖北省医养康复中心（示范）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框剪 107674 曾凡伟

2 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扩建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64808 甘猛

3 新建医技综合大楼项目（武汉市普仁医院）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框架 71582 黄爽英

4 湖北省档案馆新馆建设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60053 甘猛

5 武汉市仙女山路（墨水湖北路-四新南路）工程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其他 / 胡海燕

6
大东湖核心区污水传输系统与北湖污水处理厂及其
附属工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2000 卢亚军

7 湖北饭店暨华邑酒店建设项目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钢混 155458.08 张春华

8
新建居住、商业、轨道交通（常青车辆段上盖物
业）三期B区B3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剪力墙 37522 郭庆峰

9 码头潭综合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框架-核心

筒
56821 熊超

10
新建居住项目（五里墩B1~B2地块）1#、6#、7#楼
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268941.96 陈珍珍

11
商务商业居住项目（一期）城投·四新之光03J10a
、03J10b地块项目1#、3#楼及地下室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剪力墙 83102.22 张晓霖

12
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产城融合示范新区一期项目
8#楼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钢框架-支

撑
23574.47 周瑜

13
住宅楼（恒达盘龙湾·梅苑二期）第二标段16#、
17#、23#、28#、29#、32#、33#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146014.59 张亮

14 公共设施（A1塔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筒体 182394.45 蔡贤彬

15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城开·云悦邸）
1#、2#、5#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42050.63 王国新

16
新建居住项目（常码村城中村改造K2地块）1#、2#
、3#、4#楼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架 147008.4 范远

17 长丰村城中村改造K1地块2#、5#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131340 张新跃



18 居住项目（新城·璞樾门第）二期二标段3#楼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15006.01 万正军

19
居住、商业项目(华润光谷长动项目）三期二标段
15#、16#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91069.27 于清

20
居住、商业项目（华润光谷长动项目）三期一标段
12#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框剪 28129.4 张勇胜

21 商务项目（中国医药技术交易市场）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框剪 103559.04 穆昭辉

22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西四学生公寓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框剪 24790 段乐意

23 商务、商业项目（光谷科技大厦）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钢混 102886.49
宋凯
高浩

24
生态住宅社区B地块（华侨城·原岸）一期一标段
T3#、T4#、T5#、T6#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84297.5 凡淑敏

25 中建铂公馆K2地块4#楼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框剪 24969.84 樊冬冬

26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施工总承包 中铁市政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剪力墙 152000 郑田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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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江夏中百现代工业园立体库干货库（一期）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钢混 60796.29 郭学骞

29 武汉地产集团五里界项目5#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剪力墙 5865.25 王浩

黄石市

30 绿色新城5#楼 湖北中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3372 石斌

31 扬子·馥园3#、5#、6#楼 黄石扬子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37053 皮龙义

32 中都巴黎城8#、9#楼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剪力墙 20276 余咏阳

33 东风人家1#、2#、5#楼 大冶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框剪 59220 赵烈坤

34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汪仁镇沿山片工业板块还建房
（王贵二期）4#住宅楼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大冶铜建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9157 向守旺

35
阳新县城东新区医院建设项目（县人民医院迁建工
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19752 彭云涛

襄阳市



36 襄阳东津站综合枢纽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钢骨劲性 644000 周文清

37
中共襄阳市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食堂、运动馆
、报告厅、4#宿舍楼、5#宿舍楼、教研综合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70224.8 曹国强

38 澜岸世家5#、6#、7#、8#、9#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剪力墙 81723.2 杨康

39 天伦首府三期11#楼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9432.7 刘加里

40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襄阳卷烟厂原料库建设
项目3#原料库（含雨棚）

江苏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钢混 26971 高元波

荆州市

41 楚天都市·壹号院二期10号、12号楼 泰州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36464 陈玮

42
荆州市城北快速路荆沙铁路跨线桥、开发区高架桥
项目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肖伟

43 新建荆州市殡葬管理所项目（告别厅）14#楼 湖北沛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钢混 6760 施爱龙

44 博森·翰林城二期11#楼 湖北中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12195 张先胜

45 石首市观澜国际小区二期4#楼 湖北铭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框剪 12762 汤建军

46 松滋市划子嘴小学建设项目 湖北阳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钢混 9501 吴勤雄

47 松滋市划子嘴幼儿园建设项目 湖北中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钢混 5179 雷蓉

宜昌市

48 宜昌市中医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框剪 60920.83 马亚军

49
宜昌市江城大道及辅路（夷桥路-伍家岗大桥）市
政工程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
罗尘
王朋林

50 宜昌市伍家岗长江大桥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其他 / 孙琦

51
湾潭中心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康养院区）易址新建
项目（一期）

湖北联诺建设有限公司 框剪 8344 毛国旺

52 兴润·香溪府2#楼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框剪 11260 黄圆圆



53
宜昌市港窑路（桔乡路-峡州大道）市政工程
（K6+520-K7+472.123段）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6236.87万

元
赵云武

54 万科理想城（三期）C9-C14#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88038 魏毅

55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办事处第三初级中学建设
项目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钢混 22289.07 李忠维

56 碧桂园·城央壹品建设项目三标段18、19、20#楼 湖北盛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40608.81 代碧波

57 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路（一期）工程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
司

其他 57639万元 曾凡荣

58 体育场路居住项目（房投.领尚）1#、3#楼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23107.36 黄琼

59 宜昌中央商务区滨江项目配套设施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32674.11万

元
王智友

60 保利山海大观7#楼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剪力墙 39660.7 邹启乐

61 都市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7#住宅楼）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剪力墙 15256.97 吴兴恒

62
远安润兴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兴润.凤凰湾商住项目
（4#、5#楼)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框剪 15506 黄克红

63 山水龙城小区建设工程2#楼 湖北奥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框剪 13313.97 高云龙

64 碧桂园北站之星13#楼 湖北联诺建设有限公司 剪力墙 5688 刘福玉

65
营盘山路居住项目（棚改安置房）A区（1#、
4#楼）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
公司

剪力墙 25556.12 赵春旺

66
秭归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一期）金缸城安居房工
程1#楼

湖北江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框剪 11440.9 孔锋

十堰市

67 楚天都市熙园一标段10#、11#楼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27135.16 徐元

68 大美盛城南区三期（7#、11#楼）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5047.36 陈珍刚

69 十堰青少年户外培训基地 重庆市渝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钢混 205430.75 张名均

70 竹山县恒升学校建设项目 天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架 14069 曹玉林

71 竹山县中医医院迁址新建项目 湖北质升昌建筑有限公司 框剪 15107.18 詹志义

孝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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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剪 33521 刘春满

73
中共孝感市委党校建设项目2#宿舍楼、3#宿舍楼、
教学楼

湖北广场建设有限公司 钢混 20330 程三焕

74 盛世豪庭三期15#、16#、19#楼 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剪力墙 35249.53 张贵勇

75 天伦首府7#楼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6714 李保明

76 红林公司XX总装厂房（一期）建设项目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钢混 7010 胡志峰

77 孝感临空金辉城（一期）3#楼 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1788 傅银杰

78
湖北省孝感高新区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工
程）-高新区春尚小区二期棚改项目（A-3#楼）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17859 毛红鹏

79
孝感市2018年棚改项目老澴河北岸星火安置区10#
楼

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框剪 14183.6 雍红梅

80
老澴河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西湖桥安置区10#
楼

湖北洲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55210 鲁思宇

81 湖北交投·颐和华府（孝感）项目7#楼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剪力墙 13118 钱文科

荆门市

82 荆门市东宝区文体中心游泳馆工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23505 王鹏

83 京山国际网球赛事中心
江西王牌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京山分公司

钢混 26298 林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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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力墙 54067 陈挺

鄂州市

85 联投水乡小镇二期（2.3期）5#、6#楼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框剪 35712 毛国盛

86 光谷新都14#楼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4644.21 赵才松

87 金地东方艺境一标段1#、2#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53182.22 李鹏阳

黄冈市

88
湖北省鄂东南(黄冈)应急救援基地救灾物资储备库
EPC总承包工程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钢混 14565 程家欢



89 黄冈市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项目综合楼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钢混 49760 郭小龙

90 铁投·书香林语EPC工程总承包项目（一期）5#楼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框剪 23845 费伦佳

91
黄冈居然之家垂直森林城市综合体1#、2#楼、地下
室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57087 王健

92 黄冈六福湾棚户区改造还建小区二期18-20#楼工程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剪力墙 46233 胡大斗

93 浠水县国家综合档案馆 湖北久联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钢混 7292 张德松

94 罗田县人武部新营区建设项目 湖北富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钢混 5800 张志前

95 雍华丝业技改扩建项目 湖北金五环建筑有限公司 框剪 6739 王雨声

96 麻城市中馆驿镇卫生院门诊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 中鑫城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钢混 4947 刘学文

97 黄梅新城首府2#楼 湖北中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28255 曹高明

咸宁市

98 咸宁市档案馆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钢混 5524 李向红

99 始峰·悦府项目1#楼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10249.15 胡佳琳

100 咸宁金融信息港建设项目（一期）市民之家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框剪 48198 朱桔

101 湖北商贸学院咸宁校区文体中心 湖北环亚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钢混 13239 夏英

102 赤壁碧桂园10#楼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剪力墙 15000 尤楚雄

随州市

103 随州玉园小区5#楼 大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框架 9811 徐新强

104 随州吾悦广场27#楼 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14646 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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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州

106 恩施玺悦3#、4#楼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框剪 24295 刘兰军



107 恩施卷烟厂原料库建设EPC项目1号原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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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混 33200 胡宏伟

仙桃市

108 御湖世家西5#、6#楼 湖北江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34236 柯美钢

天门市

109 碧桂园·左岸新都1#、2#、3#楼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剪力墙 33423 夏秋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