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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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安建筑有限公司 

设计及兴建芬园已婚初级警务

人员宿舍建造工程 

银奖 新福港营造有限公司 

东头邨第八期公屋发展计划建

筑工程 

铜奖 兴胜建筑有限公司 

大埔第 1 区体育馆、小区会堂及

足球场项目建造工程 

优异奖 

协兴工程有限公司 

颂雅路东公营房屋发展计划工

程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大埔第九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

计划的地基工程、地盘平整工

程、道路及渠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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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计划地盘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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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iphing.com.hk/tc/news/news-details.php?id=150
https://www.hiphing.com.hk/tc/news/news-details.php?id=150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最佳高处

工作安全

表现奖 

兴胜建筑有限公司 
大埔第 1 区体育馆、小区会堂及

足球场项目建造工程 

良好表现

证书 

 

保华建筑营造有限公司 
东涌第 27 区资助出售房屋发展

计划建筑工程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火炭禾上墩街资助出售房屋发

展计划 

新福港营造有限公司 
马鞍山第 90B 区恒健街资助出售

房屋发展计划建造工程 

Gamm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屯门第 54 区第 3 及 4(东)号地盘

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划的地基

工程 

最踊跃 

支持地盘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德士古道资助出售房屋发展计

划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楼宇建造地盘（私营合约）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

司 

火炭坳背湾街 1-11 号工程 

银奖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建造工程 

铜奖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白石角 214 号住宅发展项目工程 

优异奖 

协兴建筑有限公司 香港科学园扩建项目工程 

Gamm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香港山顶种植道 1 号建造工程 

最佳高处

工作安全

表现奖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白石角 214 号住宅发展项目工程 

良好表现

证书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观塘巧明街 98 号商业发展项目

地基工程 

最踊跃 

支持地盘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

司 

屯门扫管笏路 TMTL541 住宅项

目建造工程 

 

  

https://www.hiphing.com.hk/tc/news/news-details.php?id=150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土木工程建造地盘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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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奖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天际走廊连接 1 号客运大楼及北

卫星建造工程 

铜奖 浩隆建筑有限公司 

上水及粉岭供水改善计划建造

工程 

最佳高处

工作安全

表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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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表现

证书 

中国路桥 - 利基联营 

将军澳 - 蓝田隧道 - P2 路及相

关工程 

俊和 - 浩隆联营 皇后山发展 - 道路及渠务工程 

最踊跃 

支持地盘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甲级商厦及零售商场发展项目 

九龙启德第 1F 区 2 号地盘，新

九龙内段第 6556 号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装修及维修工程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金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港铁站及车厂更换风冷制冷机

工程 

银奖 俊和联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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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奖 宏宗建筑有限公司 

医院管理局小型工程合约(九龙

中及九龙东联网医院) 

优异奖 

合利营造有限公司 

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复修工

程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 

机场项目写字楼工程合约  

最佳高处

工作安全

表现奖 

宏宗建筑有限公司 

医院管理局小型工程合约(九龙

中及九龙东联网医院)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良好表现

证书 

兴胜室内及维修有限公司 嘉云台 1-7 座维修项目工程 

成发建筑有限公司 

屯门及元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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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2015 至 2018 年度九龙西及香港

(3)区保养工程及空置单位翻新

工程的分区定期合约 

 

  



小型装修及维修工程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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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营建筑有限公司 

房屋署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区

(分区保养办事处)的分区定期合

约(一)2017-2020 工程 

铜奖 联谊工程有限公司 

天水围天恒邨的自动垃圾收集

系统操作及维修工程 

优异奖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教育局负责的物业保养及维修

工程 

金城营造有限公司 

中华电力小型建筑/土木工程合

约 

新进建筑有限公司 青衣城檐篷及排水管改善工程 

最佳高处

工作安全

表现奖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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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参与证书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大埔、北区及沙田(一)分

区保养合约 2018/2020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中华电力物业小额建筑 / 土木

工程合约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2018 至 2010 年度大埔、北区及

沙田的保养、改善及空置单位

翻新工程的分区定期合约(二) 

新进建筑有限公司 

长江中心二期停车场 UG/F 至

2/F 翻新工程 

高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城际直通车翻新工程 

新进建筑有限公司 

新城巿广场更换水管、雨水管

及天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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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business-partnerships/tenders/BP_Tender_Notice_13_Jul_2018.pdf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tenders/K0385-16E.html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参与证书 

 

新进建筑有限公司 数码港商场天幕防水工程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九龙及新界区内的建筑物、土

地及其他物业进行设计和装修

工程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教育局负责的物业(中西区、湾

仔、东区及南区)保养及维修工

程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黄大仙、青衣及荃湾(一)

物业管理小组保养及翻新工程

2017-2020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房屋署九龙东(II)区地盘  

2017/2020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 

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 2015 年

G 组，防治山泥倾泻工程 

保华建筑有限公司 

渠务厂房及相关设施之楼宇及

土木维修及小型工程(2016-2020) 

 

  



楼宇建造地盘 - 次承判商 

奖项 次承判商 工程项目 

金奖 

安乐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科学园扩建项目工程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粉岭第 49 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

划建筑工程 

铜奖 杰记工程有限公司 颂雅路东公营房屋发展计划工程 

优异奖 

中国建筑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建造工程 

最佳高处

工作安全

表现奖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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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屯门第 54 区第 3 及 4(东)号地盘

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划的地基工

程 

汇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皇后山一号地盘(第二期、第四

期、第五期及第六期部分地盘)公

共租住房屋发展计划建筑工程暨

清河邨改动及加建工程 

 

https://www.hiphing.com.hk/tc/news/news-details.php?id=150


土木工程建造地盘 - 次承判商 

奖项  次承判商 工程项目 

金奖 

泰升地基工程有限公

司 

设计及兴建芬园已婚初级警务人员

宿舍建造工程 

银奖 法国地基建筑公司 中九龙干线 - 油麻地东建造工程 

铜奖 加颖工程有限公司 上水及粉岭供水改善计划建造工程 

优异奖 建荣建筑有限公司 

甲级商厦及零售商场发展项目 

九龙启德第 1F 区 2 号地盘，新九

龙内段第 6556 号 

最佳高处

工作安全

表现奖 

法国地基建筑公司 中九龙干线 - 油麻地东建造工程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装修及维修工程 - 次承判商 

奖项 次承判商 工程项目 

金奖 联合工程公司 中华电力小型建筑/土木工程合约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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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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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商 工程项目 

金奖 协兴工程有限公司 颂雅路东公营房屋发展计划工程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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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奖 宏记建筑有限公司 

西九龙填海计划 - 主要工程(余下部

分) - 位于深水埗深旺道与东京街西交

界处的行人天桥 

优异奖 

 

协兴建筑有限公司 皇后山变电站项目建造工程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西铁元朗站物业发展项目地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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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

有限公司 

大埔第九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划的

地基工程、地盘平整工程、道路及渠务

工程 

Hip Hing Joint Venture 

(SPXI) 
香港科学园扩建项目工程 

保华建筑营造有限公

司 

东涌第 27 区资助出售房屋发展计划建

筑工程 

Gammon Construction 

Limited 

甲级商厦及零售商场发展项目 

九龙启德第 1F 区 2 号地盘，新九龙内

段第 6556 号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

限公司 
火炭坳背湾街 1-11 号工程 

https://www.hiphing.com.hk/tc/news/news-details.php?id=150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http://www.pyengineering.com/zh-hk/projects/current-project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优异奖 

新福港营造有限公司 
马鞍山第 90B 区恒健街资助出售房屋

发展计划建造工程 

兴胜室内及维修有限

公司 
嘉云台 1-7 座维修项目工程 

良好表现

证书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火炭禾上墩街资助出售房屋发展计划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

有限公司 

天际走廊连接 1 号客运大楼及北卫星

建造工程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建造工程 

浩隆建筑有限公司 上水及粉岭供水改善计划建造工程 

Gamm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屯门第 54 区第 3 及 4(东)号地盘公共租

住房屋发展计划的地基工程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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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营建筑有限公司 

房屋署黄大仙、青衣及荃湾区(分区保

养办事处 )的分区定期合约 (一 )2017-

2020 工程 

利基-SKEC 联营 中九龙干线-油麻地东建造工程 

保华建造有限公司 油塘四山街 13-15 号建造工程 

新福港营造有限公司 东头邨第八期公屋发展计划建筑工程 

藤田 - 中国港湾 - 

振华联营 

香港国际机场合约 3301 - 机场北跑道

平交滑行道 

中国路桥 - 利基联营 将军澳 - 蓝田隧道 - P2 路及相关工程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

限公司 

新界将军澳日出康城 70RP, Site C1, N.T.

建造工程 

五洋建设 - 中国建筑

联营 

港铁合约编号 1121-沙中线过海铁路隧

道建造工程 



奖项 承建商 工程项目 

良好表现

证书 

瑞安建筑有限公司 
设计及兴建芬园已婚初级警务人员宿

舍建造工程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粉岭第 49 区公共租住房屋发展计划建

筑工程 

 

  



安全工友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 张国雄 俊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黄建强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3 苏文辉 建荣地基有限公司 

4 郑祖腾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5 陈志强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6 李铭奕 协兴工程有限公司 

7 王伟强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8 杨竹春 安保工程有限公司 

9 何志扬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10 陈联新 俊和 - 中国中铁 - 中铁大桥局联营 

11 钟天亮 俊和 - 中国中铁 - 中铁大桥局联营 

12 苏带妹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13 郑兆耀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14 邓照强 金城营造有限公司 

15 陈邵斌 香港土力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16 卢国民 宏宗建筑有限公司 

17 苏祖明 中国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工友 承建商 

18 陈志华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19 李志强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20 胡孔全 兴胜室内及维修有限公司 

21 李志有 俊和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22 卢见业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23 蔡树容 Gamm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24 李俊文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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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