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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协〔2021〕39号 

   

 

各会员单位： 

武汉建筑业协会、武汉建设安全协会、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联合

会共同举办的“中国一冶杯”武汉建筑业首届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编制技能大赛决赛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圆满落幕。 

本次大赛秉持以赛事促安全，以科学方案、先进技术保安全的理

念，旨在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意识，提高危大工程施工方案编制水

平。大赛历时三个月，经过初赛、预决赛、决赛等环节，共产生金奖 4

个、银奖 4 个、铜奖 7 个、优秀奖 57 个、优秀组织奖 40 个。现将大

赛获奖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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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奖单位和项目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我市工程

质量管理，促进安全管理与技术水平同步提升，共同为我市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中国一冶杯”武汉建筑业首届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

制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武汉建筑业协会   武汉建设安全协会  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武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部     2021 年 7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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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金奖 4 项 

单位 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公司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洪山院区建设项目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云景山医院项目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外环线东北部调线与津蓟快速路立交工

程项目 I标段 

 

2、银奖 4 项 

单位 项目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鄂州樊口区域沿江路及江滩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商务项目（大悦城商务项目）2 期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径河五路跨径河桥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汉南 170地块项目二期 

 

3、铜奖 7 项 

单位 项目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江汉七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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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荆州恒大绿洲（一期）项目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商业、绿地项目（绿地 D9-2 二期地

块）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中农业大学农理科创新基地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夏区中医医院整体迁建项目 

武汉博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汉阳市政建设大厦项目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快舟运载火箭补充条件建设项目 

 

4、优秀奖 57 项 

序号 单位 项目 

1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广场项目 

2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地铁 7 号线北延三标项目 

3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莆田市涵江区教育工程 PPP项目 

4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襄阳党校新校区项目 

5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鄂州恒大童世界入口主城堡主体及配套

建设工程项目 

6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89 总部大楼项目 

7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楼南楼及附属

楼工程项目 

8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良庆区春华小学建设工程项目 

9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南昌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大楼项目 

10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鄂州恒大文化旅游城首期住宅 3-1#地块

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项目 

11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富源路棚户区东二环拆迁安置房 A区工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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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友谊大道（武车路-宏茂巷）快速化改造

工程施工第二标段项目 

1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

包公司 
武汉长江中心项目 

14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272 省道徐州至沛县公路建设工程（市区

段）项目 

15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豫章中学红角洲校区新建工程项

目 

16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顺丰电商产业园（一期）工程项目 

1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硚口易家墩项目 

18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新河苑二期还建小区项目 

19 湖北联诺建设有限公司 
湾潭中心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康养院区）

易址新建项目（一期） 

20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江夏五里界中学整体迁建项目 

2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

包公司 

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二期）一标段

项目 

22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武大高速公路 1标段项目 

23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滨江御府项目 

24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十里铺城中村二期改造 k6 地块项目 

25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舵落口广场家装国际精品馆工程项

目 

26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新益村

城中村改造 K2 地块）二期 

27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监利县文化体育中心项目 

28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鄂州市鄂东大道改扩建项目 

29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一期）（全部自用）

（长江未来馆及 23A 连廊）工程 

30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汉阳十里铺 K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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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宝安江碧科技创新环保产业园项目 

32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东湖核心区污水传输系统工程项目 

3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

包公司 
长飞光纤产业大楼（全部自用）项目 

34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城投丰山府地块一、二标段项目 

35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武汉军民融合军粮综合保障基地（改建项

目）大米分装车间工程项目 

36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襄阳市环线提速改造（内环）工程项目 

37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宜昌市港窑路夷陵区段道路工程项目 

38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横店临空学校新建工程（一期）项目 

39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居住项目（武汉玺院） 

4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恒隆广场三期项目 

4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

包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a-1 地

块、b 地块）（中建·福地星 城二期项

目）2 标段 

4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汉长江中心 A1B1J1J2J3 地块一期 A1、

J1 工程项目 

43 湖北通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卓尔城一期三组团项目 

44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汉南人民医院项目 

45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沿江大道商业商务项目（兴发集团宜昌总

部） 

46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关村贵阳科技园观山湖大数据科技产

业园三期项目 

4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轨道交通复合居住项目（三金潭车辆

段上盖物业综合开发项目） 

4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文创产业园（全部自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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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软件新城 5.1期项目 

50 湖北联诺建设有限公司 夷陵医院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EPC） 

5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

包公司 
湖北省广播电视传媒基地项目一期项目 

52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园博园学校初中部项目 

53 中铁建设集团中南建设有限公司 杨春湖畔二期二标段工程项目 

54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孝河综合管廊（中一路-和谐大道段）

工程 

55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容百锂电材料有限公司年产七万吨

正极材料五期厂房项目 

56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市中核城二期项目 

5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

包公司 

新天南路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EPC总承包

项目 

 

5、优秀组织奖 40 项 

序号 公司 

1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公司 

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4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5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7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湖北联诺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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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1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3 武汉博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6 湖北通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8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21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 武汉建工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25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26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9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铁建设集团中南建设有限公司 

31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3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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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35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6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37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交通工程公司 

38 湖北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39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0 中建七局土木工程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