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武汉市第十八届建筑工程黄鹤奖公示名单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金奖（6项）
1

湖北能源调度大楼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沟咀村城中村改造项目K2地块
6#楼

广东正升建筑有限公司

武汉广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万科金色城市K3地块三标段1#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地理信息档案 武 汉 建 工 集 团 股 份有 限公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大楼
司

5

保利·时代K18地块A栋

6

武汉市老浦片商业及住宅项目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群体）

武汉万科金色城市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

武 汉 鸣 辰 建 设 集 团有 限公 武汉保利金谷房地产开发
司
有限公司

和记黄陂地产（武汉江汉北）
有限公司

银奖（94项）
1

住宅楼(黄陂人信城15号楼）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
有限公司

武汉人信新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

沙湖明珠1#楼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余家湖
村村民居委会

3

沙湖明珠2#楼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余家湖
村村民居委会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余家湖
村村民居委会

4

沙湖明珠3#楼

5

中央商务区宗地13（泛海国际中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心）办公楼A工程

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6

中央商务区宗地13（泛海国际中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心）办公楼B工程

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7

青山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1-15#
楼幼儿园及A1地下室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市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8

楚天都市雅园3#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普提金楚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9

楚天都市雅园4#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普提金楚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 楚天都市雅园5#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普提金楚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1 楚天都市雅园6#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普提金楚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2 楼

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
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3 天汇龙城一期工程二标段4#楼

武汉建开工程总承包有限
责任公司

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4 天汇龙城一期工程三标段7号楼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
有限公司

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5 天汇龙城一期工程三标段9号楼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
有限公司

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葛洲坝世纪花园B2北区一期11#

16 汉桥村K3地块1#2#楼

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惠誉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中胜村城中村改造工程开发 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中胜村城中村改造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武汉中胜村城中村改造工程开发 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中胜村城中村改造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17 地块K4K5地块4#楼

18 地块K4K5地块5#楼

19 富强·天合熙园1#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建工富强置业有限公司

20 富强·天合熙园2#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建工富强置业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鼎顺祥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2 10#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鼎顺祥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3 雄楚天地5#楼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三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申智成置业有限公司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申智成置业有限公司

26 标段A5#楼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申智成置业有限公司

27 阳光城工程3#楼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武久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中建·南湖壹号一期（A区）

21 14#楼

中建·南湖壹号一期（A区）

绿地青山·香树花城A地块二期3

24 标段A9#楼

绿地青山·香树花城A地块二期3

25 标段A8#楼

绿地青山·香树花城A地块二期3

28 阳光城工程6#楼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武久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29 宝业光谷丽都二期1#楼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湖北宝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宝业光谷丽都二期2#楼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湖北宝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 宝业光谷丽都二期5#楼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湖北宝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 宝业光谷丽都二期6#楼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湖北宝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 清江泓景二期19#楼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湖北中天鸿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34 发楼、倒班宿舍楼）

湖北通茂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35 当代国际城一期22#楼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
有限公司

武汉市宇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6 当代国际城一期25#楼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
有限公司

武汉市宇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名都花园南区三期地块701#楼、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
有限公司

武汉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项目施工 湖北银环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武汉地产有限
公司

红外与信息激光产业园(办公研

37 702#楼

38 二标段9#楼

39 沟咀村城中村改造K2地块11#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广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 沟咀村城中村改造K2地块8#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广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 汉口城市广场四期二标段19#楼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42 汉口城市广场四期二标段18#楼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43 汇悦天地一期工程二标段3#楼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中武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44 南湖时尚城开发地块K3a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泰宇置业有限公司

45 南湖时尚城开发地块K4a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泰宇置业有限公司

46 地下室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47 新春村K2地块南区2标段7#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48 武汉光谷朗诗城三期16#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朗华置业有限公司

49 光谷满庭春MOM∧项目18#楼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当代节能置业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湖北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新春村K2地块南区2标段8#楼及

双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K1地块一

50 期二标段13#楼

汉口城市广场五期工程一标段

51 21#楼

52 天汇龙城一期工程一标段3#楼

湖北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53 武汉保利城一期B20#楼

长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湖北保利普提金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54 马场二路建设项目（都市骊园） 司
武汉市永清片综合发展项目

武汉市都市产业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55 B14地块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56 汇金广场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诚兴发置业有限公司

57 24#楼

武汉天弓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武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58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关山院区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第三医院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

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有限公司

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项目（精武路A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项目（精武路A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硚口金三角项目A地块4#、5#、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武汉越秀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汉口城市广场五期工程二标段

武汉市永清片综合发展项目

59 A1A2A3地块一期工程
60

武汉市永清片综合发展项目
A1A2A3地块三期A3塔楼工程
（10-36层）

61 地块）2#楼

62 地块）4#楼

63 7#楼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

64 葛洲坝城市花园二期二标段6#楼 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

65 葛洲坝城市花园二期二标段7#楼 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66 天祥尚府一期1-4#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 天祥尚府一期1-1#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

70 万科·鲩子湖城中村改造K4地块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万科鲩子湖房地产有限公
司

71 金地城J8地块(E-21#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地伟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2 金地城J8地块(E-19#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地伟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3 金地城J8地块(E-22#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地伟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4 金地城J8地块(E-16#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金地伟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正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联投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正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联投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鲤鱼洲组团城中村改造A包卧龙

68 ·墨水湖边1#地块G-11楼

鲤鱼洲组团城中村改造A包卧龙

69 ·墨水湖边1#地块G-8#楼

万科唐家墩城中村改造K3地块2

75 标段5#楼

万科唐家墩城中村改造K3地块2

76 标段3#楼

77 15#楼

葛洲坝世纪花园B2区北区一期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
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78 华润橡树湾二期C3号楼

湖北中地鼎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华润置地（武汉）实业有限公
司

79 海马万利后襄河项目2#楼

湖北江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海马万利（武汉）房地产
有限公司

80 海马万利后襄河项目3#楼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海马万利（武汉）房地产
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现代服务业 湖北楚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武汉华工大学科技园发展
有限公司

建荣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广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
电兰亭荣荟）K1地块18#楼及地
公司
下室工程

武汉广电海格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81 基地1#研发楼

82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弘福置业有限公司

84 项目工程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宏盛鑫置业有限公司

85 桃园里限价商品房项目1#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武汉）开发有限公
司

86 桃园里限价商品房项目3#楼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武汉）开发有限公
司

87 南国昙华林二标段

湖北江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南国昌晟商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88 凯景国际大厦

中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凯立物业有限公司

89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
司

83 远洋世界三期A区项目3-6#楼

姑嫂树村城中村改造C包K7地块

汉江大厦建设项目办公楼

汉江水利水电(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90 中科院核磁共振科学基地科研楼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
究所

91 星悦城城中村K2地块2期9#楼

正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星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2 高雄壹号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兴业安盛置业有限公司

93 聚龙大厦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聚龙春天科技有限公司

94 保利·时代K18地块B栋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武汉保利金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