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組別大獎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金獎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金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組別大獎 東北大馬路長者公寓設計連建造工程項目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金獎 東北大馬路長者公寓設計連建造工程項目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金獎 新城A區B10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新福港權暉-德華聯營體

金獎 銀河3D西翼貴賓酒店 新福港-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金獎 E1區治安警察局新總部大樓及特警隊新大樓建造工程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銀獎 澳門銀河四期度假村酒店綜合體C3標段主體結構項目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銀獎 澳門黑沙環新海填區「P」地段-地段A置換房建造工程項目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銀獎 仁伯爵綜合醫院第一期擴建工程 - 公共衛生專科大樓 - 上蓋工程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銀獎 新城A區B9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中德工程有限公司/建鵬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明章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
作經營

銀獎 慕拉士大馬路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 上蓋工程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銅獎 新城 A區B4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 上蓋工程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銅獎 新城A區B6地段公共設施大樓建造工程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最佳職安健地盤

樓宇建築地盤  A組

「2022建築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最佳職安健地盤 
樓宇建造地盤   B組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組別大獎 八號工程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金獎 八號工程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金獎 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1C,1D,1E地段幸福樓住宅發展項目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金獎 新城A區A2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金獎 新城A區A12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新城A區A4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新馬路酒店工程二期項目 海澳建築有限公司

銀獎 新城A區A1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中國土木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澳門黑沙灣新填海區｢P｣地段-地段B暫住房建造工程 建利-中國路橋-新建設合作經營

銅獎 澳門黑沙環新填海區｢P｣地段-地段C暫住房(標段C1)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銅獎 澳門理工學院總部新圖書館及辦公樓連停車場興建工程 通利建築置業工程有限公司-得寶國際有限公司合作經營體

銅獎 新城A區A3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組別大獎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金獎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金獎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設計連建造工程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鐵建大橋工程局集團有限公司/澳馬
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合作經營

銀獎 C390B-輕軌石排灣線主體建造工程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銅獎 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項目-代建工程 南光置業有限公司-中國土木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最佳職安健地盤

樓宇建造地盤  C組

最佳職安健地盤

特別工程項目  A組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組別大獎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起止點周邊路網建造工程(A區東軸線第1期工程) 得寶國際-得寶建築合作經營

銀獎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起止點周邊路網建造工程(A區東軸線第1期工程) 得寶國際-得寶建築合作經營

銅獎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起止點周邊路網建造工程-口岸人工島連接線 通利建築置業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荔枝碗船廠片區X11-X15活化工程 通利建築置業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起止點周邊路網建造工程-偉龍馬路連接線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組別大獎 銀河3D西翼貴賓酒店 安樂屋宇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銀河3D西翼貴賓酒店 安樂屋宇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高美士中葡中學A座大樓及休憩區進行優化工程 得寶國際有限公司

金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銀獎 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1C,1D,1E地段幸福樓住宅發展項目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八號工程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新城A區B10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新福港權暉-德華聯營體

最佳職安健地盤

特別工程項目  B組

最佳職安健裝修

工程承造商

最佳安全管理制度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金獎
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1C,1D,1E地段幸福樓住宅發展項目
(深層地庫工字樁新型吊運方法)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銀獎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吊機全視野360監察系統)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安全行為之星及安全打理人獎勵制度)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全階段可循環機電洞口安全蓋板)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設計連建造工程

(2200噸浮吊吊運平衡系統)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鐵建大橋工程局集團有限公司/澳馬
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合作經營

銅獎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智能機械啟動裝置)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金獎
東北大馬路長者公寓設計連建造工程項目

(智慧工地管理系統)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智慧工地)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銅獎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AI智能行為巡檢系統+安全培訓AI人臉識別比對+塔吊智能螺帽警報系統)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1.倫敦人裙樓Zone5&6室內裝修
2.區域群樓一樓-C5娛樂場(LON 38)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皇子街/泗𠵼碼頭4號 松元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倫敦人酒店戈登拉姆齊英式酒吧 ISG Asia (Macau) Limited

金光大道第二地段6樓-36樓 四季‧名店 承達工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

新濠天地-頤居酒店L05至L07, L10 建滔工程有限公司

葡京人R95商鋪2F 權豐建設工程有限公司

皇朝區倫斯泰特大馬路 瑞權工程有限公司

1.何賢公園(制定優質公廁工程)
2.北安碼頭街,北安碼頭二巷,三巷

利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澳門轎夫巷2-4號 萬科建設有限公司

1.澳門友誼馬路葡京灣藝園
2.賽車觀眾看台及頂蓋-澳門友誼大馬路(葡京灣)藝園

郭天賜

安全改善項目

智慧工地與科技

創新應用

中小企職安健持續表現優異獎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金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張志康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C390B-輕軌石排灣線主體建造工程
張志剛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銀獎 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1C,1D,1E地段幸福樓住宅發展項目
葉駿逸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八號工程
鄭紫君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澳門銀河四期度假村酒店綜合體C3標段主體結構項目
梁英倫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銅獎 銀河3D西翼貴賓酒店
何錦青

新福港-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金獎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馮錟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銀獎 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項目-代建工程
黃宇軒

南光置業有限公司-中國土木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銀獎 C390B-輕軌石排灣線主體建造工程
陳智濠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銅獎 新城A區B6地段公共設施大樓建造工程
吳池輝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銅獎 新城A區A3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黃金棠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銅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傅志紅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澳門黑沙灣新填海區「P」地段-地段B暫住房建造工程
王勁芳

建利-中國路橋-新建設合作經營

優異 新城A區B10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上蓋工程
吳文慧

新褔港權暉-德華聯營體

優異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黃劍祥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新馬路酒店工程二期項目
洪進步

海澳建築有限公司

優異 新城 A 區 B4 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 上蓋工程
歐陽梓穎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優異 新城A區A3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郭容光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

傑出職安健工友 
(本澳居民組別)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優異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侯偉捷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譚焯棠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新城 A 區 B4 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 上蓋工程
陳斌新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優異 新城A區A3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周志全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新城A區A3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許錫雄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東北大馬路長者公寓設計連建造工程項目
吳沛霖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新城A區B10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上蓋工程
梁國華

新褔港權暉-德華聯營體

優異 銀河四期上蓋主合約工程項目
周國杰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銀河四期上蓋主合約工程項目
曾茄彬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起止點周邊路網建造工程-偉龍馬路連接線
余俊傑

明信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優異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陳社民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劉華斌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伍珠寶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鄧國鋒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新城A區B10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上蓋工程
周英豪

新褔港權暉-德華聯營體

優異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布國榮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E1區治安警察局新總部大樓及特警隊新大樓建造工程
周民華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吳華釗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鄧文福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傑出職安健工友 
(本澳居民組別)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金獎 新城A區B6地段公共設施大樓建造工程
陳恆枝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銀獎 新城A區B10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上蓋工程
周銘豪

新褔港權暉-德華聯營體

銀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歐少鋒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銅獎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簡明基

澳門五邑棚架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銅獎 八號工程
周亞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銅獎 C390B-輕軌石排灣線主體建造工程
何佳耘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新城A區A1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李壯

中國土木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澳門黑沙灣新填海區「P」地段-地段C暫住房(標段C2)建造工程
陳壯

長江-中德合作經營

優異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趙崇達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何炎青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C390B-輕軌石排灣線主體建造工程
何紫華

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伍紹君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李安明

澳門五邑棚架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優異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黃國松

澳門五邑棚架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優異 銀河3D西翼貴賓酒店
伍東浪

新褔港-權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 澳門爹利仙拿姑娘街1C,1D,1E地段幸福樓住宅發展項目
許小遠

海濠工程有限公司

優異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黃偉業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澳門黑沙灣新填海區「P」地段-地段B暫住房建造工程
張京甜

建利-中國路橋-新建設合作經營

優異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陳康建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傑出職安健工友 
(非本澳居民組別)



組別 獎項 工程項目 得獎者

優異 澳氹第四條跨海大橋設計連建造工程

韓偉華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鐵建大橋工程局集團有限公司/澳馬
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合作經營

優異 新城A區B10地段公共房屋建造工程-上蓋工程
郭培林

新褔港權暉-德華聯營體

優異 澳門垃圾焚化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伍富華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澳門黑沙環新填區「P」地段-地段A置換房建造工程項目
陳海兵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盤某生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離島醫院綜合體主體建造工程

胡善兵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有利建築
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
肖堅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項目-代建工程
郭元祝

南光置業有限公司-中國土木工程(澳門)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澳門垃圾焚化爐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之設計及建造
陳浩榮

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優異 新城A區A2地段公共房屋設計連建造工程
黎文鋒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優異 E1區治安警察局新總部大樓及特警隊新大樓建造工程
賴宗熠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華聯創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經營

優異 新濠影匯酒店二期項目工程
杜先兵

澳門五邑棚架工程一人有限公司

傑出職安健工友 
(非本澳居民組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