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度武汉市
建筑工程黄鹤奖获奖名单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光谷同济医院
万科唐家墩城中村改造 K3 地块 1#、6# 楼
后湖花园三期 15# 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区外科病房楼
武汉英特宜家购物中心
湖北省纪委监察厅花山工作基地
新建武汉高速铁路职业技能训练段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银奖（110 项）
洪山村城中村改造开发用地 K11 地块项目一期工程（二标段）8# 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泰·御华园二期一标段（A14# 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聚盛·晶尚 1# 楼

湖北大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后湖花园三期 14# 楼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振业大厦

武汉振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第四中学比赛场馆（中国中学生田径训练基地）新改扩建工程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洪山村城中村改造开发用地 K11 地块项目一期工程（一标段）12# 楼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新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成美雅二期 4# 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光谷·梅花坞住宅小区 A3 号楼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融科花满庭一期一标段 41#、42# 楼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光谷·梅花坞住宅小区 B2 号楼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象新城三组团经济适用房 3-5# 楼

中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清江山水 3.1 期 61# 楼

湖北楚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万科嘉园一期 11#、13#、14# 楼

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吉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大长江紫都三期 C 地块 4# 楼

湖北龙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大长江紫都三期 C 地块 1# 楼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丽岛·2046 二标（4# 楼）

清能·清江锦城 K2 地块 2# 楼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丽岛·2046 一标段工程 2#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清能·清江锦城 K2 地块 1 号楼及地下室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丽岛·2046 一标段工程 3#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复地·悦城 5# 楼

武汉中泽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二标段 9# 楼

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复地·悦城 1.2 期 13# 楼

湖北光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二标段 11# 楼

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一标段 1# 楼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100大湖第（四期）52#楼 广夏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一标段 8# 楼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苑澜岸一期 39# 楼

湖北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复地·东湖国际六期 8#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武汉科技园 1# 楼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复地·东湖国际六期 9# 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武汉科技园 27# 楼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长城汇一期（住宅楼）

武汉未来科技城起步区一期 A9-1 项目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未来科技城起步区一期 A9-2 项目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未来科技城起步区一期 A9-3 项目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汉钢 B 地块项目（2# 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

汉钢 B 地块项目（8# 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项目 1.2 期 23# 厂房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第七 0 九研究所舰员培训中心及配套用房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新建办案、专业技术和办公用房工程
湖北长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空港中心（一期)工程企业总部 A 座建筑项目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浙江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大十里新城 7# 楼

浙江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大十里新城 1# 楼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大十里新城 10# 楼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光国际大酒店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星惠誉·汉阳城 D 地块 1# 楼

汉口城市广场六期 E 区商业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公园 1872 项目一期 A 地块（A2 地块）2# 楼

银湖御品 7# 楼

武汉常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天源公馆 N 地块 1 号楼）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正威建设有限公司
招商·公园 1872 项目一期 A 地块（A2 地块）7# 楼
武汉开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国博新城 C 区 C3 地块三标段 1# 楼

电所（组团）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施工）
武汉深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
顶琇两湖世家（中楷雅居）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百纳 5# 楼及地下室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国博新城 C 区 C3 地块一标段 5# 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沟咀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K1 地块 12#、14#、15#、16# 楼
广东正升建筑有限公司

武汉华侨城生态住宅社区二期工程（A-9）-T31、T34
泰兴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华侨城生态住宅社区二期工程（A-9）-T26、T27、T28
泰兴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名流公馆 NK4 地块 1# 楼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名流公馆 NK4 地块 2# 楼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新长江香榭琴台墨园 B 地块 4# 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奥山世纪城 K-1-2 地块 C12# 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观澜·外校城 3 号住宅楼

奥山世纪城 K-1-2 地块 C4# 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港湾江城首期 A3 地块 A-5、A-6# 楼

奥山世纪城 K-1-2 地块 C3# 楼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原锦悦 6# 楼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保利城一期 A1#-A14# 楼(组团项目）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

大冶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基地一期工程

新八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维地产武汉月湖琴声项目 D 地块工程 D1# 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保利普提金置业有限公司（建设）
青山棚户区改造项目八大家花园(43 街地块）二标段小学

中维地产武汉月湖琴声项目 D 地块工程 D3# 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大都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幸福时代（A-5、A-6)15# 楼

武汉天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幸福时代（A-5、A-6)2 标 13# 楼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中心大楼

湖北中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未完，下转封三）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汉阳王家湾数码港

金地自在城 K3 地块（一期）工程 -6# 楼

中建福地星城一期（K4 地块）1# 楼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维地产武汉月湖琴声项目 D 地块工程 C1# 楼

金地自在城 K3 地块（一期）工程 -9# 楼

武汉 1818 中心（中北路 23 号危改项目）二期四标段 7# 楼

“新脉动生产线项目一期”主厂房

中大十里新城 6# 楼

武汉天舜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长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大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施工）

办公楼、商业裙房（长城汇二、三期）

未来科技城起步区一期 B、C 楼（新能源研究）B 栋

常福商务中心 2# 楼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长江·香榭湾 3# 楼

万科金色城市 K3 地块 3# 楼

湖北总部基地 CBD 一期二组团 2# 楼

汉钢 B 地块项目（1# 楼）

湖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宝业光谷丽都一期 9#、11#、12# 楼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恋湖家园滨湖区一期 6-9#、11# 楼、12# 楼、地下室、文体中心、变配

霍尼韦尔涡轮增压器生产基地项目联合厂房

湖北中地鼎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病房大楼

银泰·御华园二期一标段（A13# 楼）

硚口金三角项目 B 地块

金奖（7 项）

光谷桃花源二期 F11 号楼

南国中心一期

新港·财富广场 7# 楼

湖北长安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宏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官湖郡二期 10# 住宅楼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华发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官湖郡二期 12# 住宅楼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 A03 地块 A4、A6 栋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官湖郡二期 14# 住宅楼

青扬城市广场 1#、2#、3# 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湖社区二期 8#--16#、20#--23# 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发·九都国际 1-6 号楼及地下室工程 -6# 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惠风同庆花园二期 G12 栋

南通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