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樓宇建造地盤（公營合約）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金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油塘四期商場重建地盤 
(合約編號: 20080059) 

銀獎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牛頭角下邨一期重建地盤  
(合約編號: 20080072) 

銅獎 

 

有利 - 新昌聯營 啟德1乙區公屋發展地盤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啟德郵輪碼頭發展的郵輪碼頭

大樓及附屬設施工程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石硤尾邨重建二期 

保華建築營造有限公司 東頭邨第九期公共房屋發展計

劃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署大白田街 
葵涌區合約20090029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元州邨五期 

優異獎 

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 沙田4C區建造工程  
(房署合約 20090101) 

 



 

樓宇建造地盤（私營合約）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金獎 金門 - 協興聯營 國泰新貨運站 

銀獎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九龍黃大仙親仁街3號 
上蓋物業發展 

銅獎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西九龍總站樁柱 
(地盤甲 - 北) (合約編號:803B)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軒尼詩道500號重建工程 優異獎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皇后大道中31號重建工程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金獎 寶嘉西松聯營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工程

合約編號 DC/2007/10 

銀獎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吐露港公路 / 粉嶺公路擴闊工程 
(第一期馬窩至泰亨段) 

銅獎 法國地基建築公司 - 
LAING O'ROURKE聯營 

工程合約811A -  
西九龍總站連接隧道(北) 

前田.中鐵.水利聯營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工程 -
進水口I-1 

禮頓 - 賀隆聯營 DC/2007/16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前田.中鐵.水利聯營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工程 -
主隧道及排水口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將軍澳市中心南及調景嶺的基礎設施

工程 (合約編號 TK/2009/01) 

優異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 
有限公司 

元朗南分支污水渠及廈村泵房 
擴建工程 

 



 

裝修及維修工程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金獎 中電工程有限公司 機場維修及保養組 

銀獎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拓展署合約 
GE/2009/15場地勘探 - 新界東 
(定期合約) 

銅獎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8/WSD/06)更換及修復水管工

程第二階段 - 港島北及港島西

南水管工程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GE/2008/21延續十年的防止山

泥傾瀉計劃第七期G組-沙田和

荃灣截水道及斜坡的防止山泥

傾瀉工程(B批) 

優異獎 

和興建築有限公司 22WSD06 -  
水管更換及維修二期 



小型裝修及維修工程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金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中華電力物業小額建築/土木工程合約 

銀獎 金城營造有限公司 中華電力小型建築及土木工程合約 – 
中電總公司亞皆老街139-147號 

銅獎 金城營造有限公司 中華電力小型建築及土木工程合約- 
荔枝角400KV變電站 

優異獎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建築署小型合約工程 - TC R318 

盈電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葵涌及荃灣區場館冷氣裝置 
維修及操作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 
責任公司 

藍田茜發道90號晒草灣遊樂場 
EP/SP/39/01 

樂仕裝飾工程 香港大坑浣沙街33-45號浣沙花園 
16/F 05室 

參與証書 

 

樂仕裝飾工程 香港北角健康村康勝閣14/F B室 



樓宇建造地盤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金獎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東頭邨第九期 

銀獎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新九龍內地段6488號 
九龍啟德郵輪碼頭 

洪昌建築運輸工程有限公司 啟德1乙區公屋發展地盤 

實力工程有限公司 新九龍內地段6488號 
九龍啟德郵輪碼頭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技術資源部) 

香港金鐘添美道添馬艦 
發展工程 

優異獎 

高雅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新界將軍澳44區近明德邨

(坑口站培成路) 

 

 

 

 

 

 

 

 

 

 

 

 

 

 

 

 



土木工程建造地盤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金 獎  和記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

工程 - 荃灣老圍 

銀 獎  健誠工程有限公司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

工程 - 荃灣曹公潭 
銅 獎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地基部 屯門公路重建及改善工程 

-東路段 
偉達利工程有限公司 元朗南分支污水渠及廈村泵房 

擴建工程 

顯豐工程有限公司 中環填海工程三期 

優 異 獎  

偉誠建築公司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

工程 - 葵涌和宜合道 

 



 

裝修及維修工程  ─  次承判商  

 

獎項 次承判商 工程項目 
金獎 盈滔工程有限公司 中華電力物業小額建築/土木工程合

約 
銀獎 達豐工程有限公司 九龍荔枝角長坑道2號中華電力 

荔枝角400KV變電站 

 



 

安全隊伍  

 

獎項 承建商 工程項目 

金獎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中華電力物業小額建築/土木工程合約 

銀獎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 
有限公司 

黃大仙親仁街3號地盤 

保華建築營造有限公司 九龍黃大仙樂善道東頭邨22座對面 銅獎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樂園 

有利 - 新昌聯營 啟德1乙區公屋發展地盤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新九龍內地段6488號九龍啟德 
郵輪碼頭 

協興 - 興勝聯營公司 天水圍天暉路及天瑞路交界 

協興 - 興勝聯營公司 藍田北市政大樓工程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航天城路香港國際機場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薄扶林道近華富邨(配水庫)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牛頭角下邨一期重建地盤 

前田.中鐵.水利聯營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工程 - 
葵涌和宜合道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橫頭磡 - 富安街中華電力變電站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 
有限公司 

中國建築油塘四期商場重建地盤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為合約指定區(荃灣及葵涌區) 

優異獎 

金門協興聯營公司 添馬艦發展項目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石硤尾窩仔街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港鐵西港島線合約705堅尼地城站及延

長隧道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港島及離島區內的建築物、土地及 
其他物業進行設計和裝修工程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軒尼詩道500號重建工程 

金門 - 協興聯營 駿運北路,香港國際機場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
限公司 

沙田中文大學士林路1號 

前田.中鐵.水利聯營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及建造工程 - 
荃灣曹公潭 

保華建築有限公司 九龍旺角花墟道37號,旺角大球場 

 

 



 

安全工友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 林新強 五洋建設有限公司 

2 JAHANGIR, 
Muhammed 

海悅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 楊貴安 寶嘉 - 布依格聯營 

4 RAI MAN MAYA 法國地基建築公司 - LAING O'ROURKE聯營 

5 張兆輝 明興水務渠務工程有限公司 

6 徐廣華 怡輝信德建築聯營有限公司 

7 任俏暉 金城營造有限公司 

8 連達文 和興五洋聯營 

9 王國邦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0 陳建暖 和興建築有限公司 

11 盧熖根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12 張文雄 新福港營造有限公司 

13 鄒福明 協興 - 俊和聯營 

14 柯世要 協興 - 俊和聯營 

15 楊展超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6 唐本強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17 馮卓賢 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 



18 蘇才金 前田.中鐵.水利聯營 

19 周志榮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20 ALE EM BAHADUR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21 劉海爽 泰昇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22 鍾志明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23 黃樹立 金門 - 協興聯營 

24 陳湛 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5 BURA, BISHNU 
KUMARI 

有利建築有限公司 

26 黃自圖 禮頓 - 賀隆聯營 

27 蔡光明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28 伍明海 基利 - 威勝利聯營 

29 朱金連 新輝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30 梁有勝 金門建築有限公司 

31 楊貴仙 恒麗建築有限公司 

32 張雲龍 明興水務渠務工程有限公司 

33 伍文 禮頓中國建築宏安聯營 

34 姚佩良 中國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35 謝國強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36 鍾启榮 金門 - 協興聯營 

 
 
 
 
 



安全問答比賽 – 個人名義參賽得獎者 

 
 

 參賽者 
1 陳字偉 
2 馮綺珊 
3 邱聖賢 
4 葉惠娟 
5 譚思維 
6 秦婉雲 
7 范雅敏 
8 余軍威 
9 倪世和 
10 葉偉文 
11 林靖峰 
12 高凱富 
13 陳啟源 
14 黃雅詩 
15 黃禮楨 
16 麥惠平 
17 李卓穎 
18 黎澤民 
19 李惠明 
20 劉華坤 

 



安全問答比賽 –機構名義參賽得獎者 

 

 機構名稱 

1 基利-威勝利聯營 

2 中國建築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3 均安建築有限公司 

4 立基工程有限公司 

5 成利工程有限公司 

6 集興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7 利高洋行有限公司 

8 興勝建築有限公司 

9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10 泰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