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17/2018 

比赛得奖结果 

 

楼宇建造地盘（公营合约）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西北九龙填海区第6号地盘及发祥

街西公营房屋发展计划建筑工程 

银奖 俊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白田邨第十一期公共租住房屋重

建项目建筑工程 

铜奖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广华医院重建第一期地基工程  

优异奖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限

公司 

火炭坳背湾街资助出售房屋发展

计划 

优异奖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粉岭第49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

划建筑工程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粉岭第49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

划建筑工程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广华医院重建第一期地基工程  

良好表现证书 

兴胜建筑有限公司 
沙田硕门邨二期公共房屋发展计

划建造工程 

礼顿建筑(亚洲)有限公

司 

屯门曾咀设置灵灰安置所及纪念

花园 



良好表现证书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沙田第16区火炭禾上墩街资助出

售房屋发展计划建筑工程 

 

 

 

 

 

 

 

 

 

 

 

 

 

 

 

 

 

 

 

 

 

 

 

 

 

 

 

 

 

 

 

 

 

 

 



楼宇建造地盘（私营合约）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Gamm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将军澳工业邨数据中心二期发

展项目 

银奖 新福港营造有限公司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西九公园

的主建筑工程合约 

铜奖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设计及建筑

工程 

优异奖 协兴建筑联营 香港科学园扩建项目一期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Gamm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将军澳工业邨数据中心二期发

展项目 

良好表现证书 

新世界建筑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730号上盖发展项目 

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南丫岛发电厂11号发电机组地基

扩建工程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观塘新九龙内地段第6512号商业

发展项目 

 

 

 

 

 

 

 

 

 



土木工程建造地盘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三星 - 新昌联营 九龙城段车站及隧道工程 

银奖 宝嘉 - 布依格联营 
铜锣湾避风塘至金钟站铁路隧道建造

工程 

铜奖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 基础设施第2

期(南面部份) 

优异奖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西贡公路改善工程第一期  - 清水湾

道至匡湖居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 基础设施第2

期(南面部份) 

良好表现证书 

宝嘉 - 布依格联营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北面连接路海底

隧道段 

俊和 - 上隧 - 浩隆联营 
安达臣道石矿场用地发展的土地平整

及基础建设工程 

新昌营造厂有限公司 康城路高架路桥及行人天桥工程  

  



装修及维修工程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辉固土力工程有限公司 
地政总署南部地区斜坡场地勘

探工程 

 

铜奖 

德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翻新工程

以作律政司及法律相关组织办

公室用途 

金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港铁站及车厂更换风冷制冷机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辉固土力工程有限公司 

地政总署南部地区斜坡场地勘

探工程 

  



小型装修及维修工程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九龙东(II)区域维修及翻

新工程2017/2020 

银奖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大埔、北区、沙田及西贡

(一)分区保养合约2015/2017 

华营建筑有限公司 

2017至2020年度黄大仙、青衣及

荃湾区(分区保养办事处) - 保

养、改善及空置单位翻新工程的

分区定期合约(一)  

铜奖 金城营造有限公司 
中华电力小型建筑 / 土木工程

合约 

优异奖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2016年K

组，香港岛、九龙、新界及离岛

防治山泥倾泻工程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九龙东(II)区域维修及翻

新工程2017/2020 

 

 

参与证书 

 

 

信兴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将军澳线传输系统维修服务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2017到2020年度黄大仙、青衣、

荃湾及离岛 (物业管理服务小

组) 保养、改善及空置单位翻新

工程的分区定期合约(一) 

信兴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交通管制及监测系统维修保养

及改善工程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参与证书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为合约指定区（黄大仙、观塘及

西贡）内由教育局负责的津贴学

校、建筑物、土地及其他物业进

行改建、加建、保养及维修工程

的定期合约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为建筑署负责的政府设施及资

助的小型工程进行设计及建造

工程的定期合约  

俊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景邨和长青邨升降机塔及相

关工程 

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璧如花园大厦外墙更换纸

皮石工程 

新进建筑有限公司 南山别墅公用地方维修 

俊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医院管理局2015年度小型工程定

期合约 - 港岛东及港岛西 

新进建筑有限公司 
青衣清甜街4-6号A楼强制验楼计

划规定维修工程  

 

  



楼宇建造地盘  - 次承判商  

奖项 次承判商 工程项目 

金奖 金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湾仔轩尼诗道1号写字楼发展工程 

– 冷气及电器安装工程 

银奖 大师有限公司 湾仔轩尼诗道1号写字楼发展工程 

铜奖 
萧强记钢铁工程有限公

司 

粉岭第49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

划建筑工程 

优异奖 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730号上盖发展项目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730号上盖发展项目 

萧强记钢铁工程有限公

司 

粉岭第49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

划建筑工程 

良好表现证书 金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观塘新九龙内地段第6512号商业

发展项目 

  



土木工程建造地盘  -  次承判商  

奖项  次承判商 工程项目 

金奖 成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九龙城段车站及隧道工程 

银奖 中科兴业有限公司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基建二期

(南面部分) 

铜奖 宏达地基有限公司 
将军澳唐明街与唐德街之间的

高架行人道 

优异奖 盈发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北面连接

路海底隧道段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成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九龙城段车站及隧道工程 

 

 



装修及维修工程  -  次承判商  

奖项 次承判商 工程项目 

金奖 全盛建筑公司 

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 2016年

K组，香港岛、九龙、新界及离

岛防治山泥倾泻工程 

银奖 江叶土力工程有限公司 场地勘探 - 新界西 

铜奖 联合工程公司 
中华电力小型建筑 / 土木工程

合约 

最佳高处工作

安全表现奖 
均增工程有限公司 

为建筑署(物业事务处)负责的建

筑物、土地及其他物业进行改

建、加建、保养及维修工程的定

期合约[合约指定区:大埔、北区

及离岛(北)] 

 

 

  



安全队伍  

奖项 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粉岭第49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

划建筑工程 

银奖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设计及建筑工

程 

俊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2至2013年度水务署斜坡预防

性维修、 改善及勘探工程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东铁线斜坡改善工程第五期甲 

铜奖 俊和 - 上隧 - 浩隆联营 
安达臣道石矿场用地发展的土地

平整及基础建设工程 

 

 

 

 

 

 

 

 

 

 

优异奖 
 

 

 

 

 

 

 

 

 

宝嘉 - 布依格联营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北面连接路

海底隧道段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

司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基建二期

(南面部分) 

兴胜建筑有限公司 
沙田硕门邨二期公共房屋发展计

划建造工程 

金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黄竹坑道8-10号商业发展工程  

俊和 - 浩隆联营 皇后山发展 - 道路及渠务工程 

金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湾仔轩尼诗道1号写字楼发展工

程 – 冷气及电器安装工程 



奖项 建商 工程项目 

 

 

 

 

 

 

 

 

 

 

优异奖 

华营建筑有限公司 

2017至2020年度黄大仙、青衣及

荃湾区(分区保养办事处) - 保

养、改善及空置单位翻新工程的

分区定期合约(一)  

宝嘉 - 布依格联营 
铜锣湾避风塘至金钟站铁路隧道

建造工程   

礼顿 - 中建联营 
将军澳 - 蓝田隧道 - 主要隧道

及相关工程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西铁朗屏站(南)物业发展项目 

Gammon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太古坊第2A期发展项目 

兴胜建筑有限公司 
上水彩园路3号和4号地盘公屋发

展计划的建筑工程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沙田第16区火炭禾上墩街资助出

售房屋发展计划建筑工程 

良好表现证书 

浩隆建筑有限公司 上水及粉岭供水改善计划 

礼顿 - 中建联营 会展及西面铁路隧道建造工程 

华营建筑有限公司 
湾仔轩尼诗道1号写字楼发展工

程 

新世界建筑有限公司 英皇道704 - 730号上盖发展项目 

利达土木 - 显丰工程联营 
为道路构筑物提供畅道通行设施 

- 第一组第一份合约 



奖项 建商 工程项目 

兴胜建筑有限公司 
大埔第一区体育馆、小区会堂及 

足球场建造工程 

良好表现证书 

保华建造有限公司 薄扶林道128号住宅发展项目  

三星 - 新昌联营 九龙城段车站及隧道工程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

司 

西贡公路改善工程第一期 - 清

水湾道至匡湖居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场地勘探 - 新界西 

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圣公会林裘谋中学地基工程 

中国建筑 - 安乐联营 

大埔滤水厂及附属原水和食水输

送设施扩展工程 - 设计及建造

新设二号水道 

 



安全工友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 AKRAM, Shahid 俊和 - 中冶联营 

2 GURUNG, Nishan Sambo E & C Company Limited 

3 GURUNG, Warkaji 心文工程有限公司 

4 
SARWAR, Shan  

(阿文德) 
宝嘉 - 布依格联营 

5 方亮 兴胜建筑有限公司 

6 王清泳 毅源建筑有限公司 

7 俞伟荣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8 徐伟贤 新利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9 曹伟民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10 莫树稳 礼顿 - 中建联营 

11 曾巧颜 协兴建筑有限公司 

12 冯志荣 天和工程有限公司 

13 黄君伟 华营建筑有限公司 

14 黄景源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15 黄铭辉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16 戴浩文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17 谭启邦 永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 叶志明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9 郑双水 宏达地基有限公司 

20 LIMBU, Ganga Prasad VINCI Construction Grands Projects 

21 梁韫锵 新福港营造有限公司 

22 丁宝如 新福港营造有限公司 

23 林业伟 瑞荣工程有限公司 

24 黄裕庭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25 
MURUKKUWA, Dura 

Priyantha 
盈发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26 梁永基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27 何华 协兴建筑联营 

28 陈志秋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29 钟启荣 兴胜室内及维修有限公司 

30 卢锦耀 升柏营造厂(工程)有限公司 

 

得奖结果只提供中文版本，如有查询可致电2852 3565。 

The result of the site safety competition is only provided with Chinese version, for any 

enquiry, please contact 2852 3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