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第六屆建築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1. 最佳職安健地盤 (酒店娛樂場渡假村) 

 

 金獎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酒店綜合體發展項目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銀河 3C多功能大廳、會展中心及酒店綜合體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2. 最佳職安健地盤 (樓宇建築工程) 

 

 金獎 筷子基 C地段住宅發展項目-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下環街社會服務綜合大樓建造工程(第二期)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新科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3. 樓宇建築地盤 (單項工程分判商-酒店娛樂場渡假村) 

 

 銀獎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酒店綜合體發展項目-海暉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4. 特別工程項目(承造商/次承造商) 

 

 金獎 C385R輕軌車廠上蓋建造工程-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關閘廣場地下公共客運總站道路交通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氹仔新碼頭主體工程擴建項目-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5. 最佳職安健裝修及維修保養承造商 

 

 銀獎 石排灣公共房屋 CN6b地段圖書館裝修工程-得寶國際有限公司 

 銀獎 金麗華酒店主入口景觀改造-建業天威建築(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澳門理工學院氹仔校區第二座宿舍裝修工程 
-通利建築置業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金沙城假日酒店 32樓裝修工程-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海島警務廳氹仔(北安)辦公室裝修工程-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巴黎人客房通訊設備-安樂屋宇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獎 路氹美高梅總統套房裝修工程-華富(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獎 金沙城吸煙房工程(第二期)-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金沙城康箂德酒店 40樓裝修工程-怡富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6. 最佳安全管理制度獎項 

 

 金獎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酒店綜合體發展項目-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C385R輕軌車廠上蓋建造工程-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關閘廣場地下公共客運總站道路交通及侯車環境整治工程-中國建築工程
(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筷子基 C地段住宅發展項目-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氹仔新碼頭主體工程擴建項目-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銀河 3C多功能大廳、會展中心及酒店綜合體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路氹美高梅總統套房裝修工程-華富(澳門)有限公司 

下環街社會服務綜合大樓建造工程(第二期)-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新科
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石排灣公共房屋 CN6b地段圖書館裝修工程-得寶國際有限公司 
海島警務廳氹仔(北安)辦公室裝修工程-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金麗華酒店主入口景觀改造-建業天威建築(澳門)有限公司 

 

7. 安全改善項目獎項 

 

 金獎 
C385R輕軌車廠上蓋建造工程(配電箱自動斷電及警報)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C385R輕軌車廠上蓋建造工程(雷暴探測機)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酒店綜合體發展項目(天秤語音警報系統)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澳門主題公園渡假村酒店綜合體發展項目(安全培訓室 VR)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C385R輕軌車廠上蓋建造工程(模板作業防墜層)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關閘廣場地下公共客運總站道路交通及侯車環境整治工程(環保防塵霧炮機)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獎 

筷子基 C地段住宅發展項目(高空工作綜合安全保障計劃)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關閘廣場地下公共客運總站道路交通及侯車環境整治工程(自動升降台指紋識
別系統)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關閘廣場地下公共客運總站道路交通及侯車環境整治工程(環境實時自動監測
系統)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河 3C多功能大廳、會展中心及酒店綜合體(天秤灑水系統)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銀河 3C多功能大廳、會展中心及酒店綜合體(VR安全體驗館)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金沙城康箂德酒店 40樓裝修工程(簡易物料升降)- 怡富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下環街社會服務綜合大樓建造工程(第二期)(竹棚架上落梯優化) 
-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新科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8.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 

 

 金獎 葉家豪-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張濠龍-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葉駿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劉易慈-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崔健強-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李松勝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新科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獎 

邱偉東-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吳文武-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饒文宇-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徐珍健-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方俊傑-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王漢基-示構工程有限公司 
麥永基-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吳偉鵬-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阮啟昌-安樂屋宇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朱冠能-安樂屋宇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方仲源-華富(澳門)有限公司 

林潮波-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許振恒-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陳泳恩-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韋錦勇-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李錦英-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林俊-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羅家傑-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陳偉雄-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歐陽錦偉-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林浩中-得寶國際有限公司 
狄雷斯-建業天威建築(澳門)有限公司 
梁健剛-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 

陳堅寧-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 
張樣全-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9. 傑出職安健工友(本澳居民) 

 

 金獎 黃超文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陳掌明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呂小鴻 -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趙悅安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銅獎 吳志光 -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李玉坤 - 新福港-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獎 

梁滿鐘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楊志東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施文藉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梁錦榮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鍾少雄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李建生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黃袓慶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余偉祖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鄺杰才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陳烱遠  -得寶國際有限公司 



李金培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楊柏松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陳智星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梁嘉華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梁嘉豪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陳燕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吳長妹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謝玉飛  -得寶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陸偉達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馬官然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游蓮結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黃國洪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林劍宇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10. 傑出職安健工友(非本澳居民) 

 

 金獎 蒙啟明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李宗安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銀獎 賀鶴祥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銅獎 黃國勝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孫芳林 -上海建工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曹偉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優異獎 

陳維康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吳志坤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黎守韶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吳建文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羅單美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張保全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歐陽孔元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李偉亮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陳雨泉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龍耀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呂國偉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黃昭獻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 
區杰富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區永熾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黎朝根 -安樂屋宇服務(澳門) 有限公司 
莫金成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曾烽延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 

林湃佳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聯營 
尹耀鐘  - 三友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新科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簡明基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魏洪強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 
張士進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 
任劍  - 振華海灣工程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聯營 

梁拔宜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吳業輝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