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中胜工贸有限公司 中胜村城中村改造C产业用地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长江科学院九万方职工食堂改造

武汉市城市幸福联合发展建设有
限公司

居住、公园绿地项目（产权调换
房）

武汉统建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公
司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
（十大家村城中村改造K4地块）

武汉银兆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商务设施项目

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武汉市汉铁高中二期综合楼新建

工程
武汉华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居住、小学项目

武汉育才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中小学项目（花桥城中村改

造U16地块）
江汉区应急管理局 万松园消防站

武汉华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设施项目

（一期）

湖北长投恒基置业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公园绿
地，社会福利设施项目（长投-云

玺一期）

武汉新居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居住项目
（红星村城中村改造K1地块）项

目一期
武汉立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硚口区化工仓库片建设项目

武汉市都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项目（还建房）（宗关

二期还建住宅小区）

武汉庭瑞信置业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项目（燎原村城中村改

造K11地块）

武汉洺悦领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项目（电建地产·洺悦

江湾）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

司
武汉电信新建南湖DC机房油机配

电房工程

武汉城地宏融置业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兼容商业、商务）、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项目（A地
块）（南华船厂武金堤厂区南地

块一标段）
武汉工建金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奥园滨江国际

武汉绿景苑置业有限公司 港东民居三期经济适用房项目
武汉青悦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新建居住、商务设施项目（武地

滨江国际项目）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燃气轮机关键部件试制及生产能
力建设项目（燃气轮机部件生产

车间二）

武汉化工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清潭、群利等八村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白羊佳苑还建社区二期

项目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幼儿园扩建

武汉金色万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新建居住项目（卓刀泉村城中村
改造二期K2地块）

武汉青菱永胜商贸有限公司
胜利村“城中村”综合改造还建
用地H1地块（胜利丰园）二期

武汉市迅洲物流园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市迅洲产业园（一期）

共检查人防工程行政审批项目239个，发现问题0个。项目名单如下。



武汉烽火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新建居住项目（烽火村城中村改
造K9地块）

武汉福瑞德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新建居住项目（大洲村城中村改
造K5地块）（一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石油分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石油分公司烽胜路加油站

武汉市烽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
（烽火村城中村改造K14地块）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基础教学与化工资

源实验楼

武汉大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洪山区大洲村城中村改造H4还建

项目

武汉林岸置业有限公司
洪山区卓刀泉村二期“城中村”
综合改造开发用地K6地块（一

武汉市洪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湖九号”项目
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新建商业设施项目（胜利村城中

村改造K3地块）

中建三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
（a-1地块、b地块）（中建·福

地星城二期项目）
湖北飞成置业有限公司 新建商业及绿地项目

中铁房地产武汉蔡甸有限公司
居住项目（中国铁建·知语城B地

块）

武汉健康谷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商业、居住项目（武汉中国健康

谷养生社区C地块项目）
武汉中海鼎荣房地产有限公司 居住项目（莲花湖项目）

湖北总部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商服项目（湖北总部基地CBD二期

6#楼、7#楼规划调增）

武汉铭利瑞置业有限公司
恒瑞·铭苑一期

武汉市蔡甸城投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居住项目（汉津阳光城二期）

武汉市蔡甸区中医医院
医疗卫生项目（蔡甸区中医医院

综合楼改扩建工程）
武汉金龙湖农业生态植物有限公 商服项目（金龙水寨二期）

武汉正宇置业有限公司 居住项目（嘉兴园）

武汉花博汇置业有限公司
商服项目（武汉花博汇十二花坊

一期）

武汉锦光置业有限公司
居住、商服项目（金地中核凤凰

城商业地块）

湖北国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湖北国利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汽车座椅总成生产项目1#-

6#厂房、7#-9#门卫）
湖北安迪科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医药生产研发）

武汉中建商砼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高性能商品混凝土制

造）
武汉市祥华帆布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帆布及劳保用品制

东普雷（武汉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工业项目（东普雷（武汉）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部件冲压、焊接生

产项目）

武汉联东金昭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联东U谷·蔡甸创新企

业港）



武汉市金湾鑫成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

工业项目（1#厂房、2#厂房、宿
舍楼）

东风汽车紧固件（武汉）有限公
司

工业项目（汽车紧固件和专用件
研发、生产）

武汉蔡甸生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共设施项目（蔡甸区消泗集镇

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武汉丰洋精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丰洋武汉精工汽车部

件生产、研发项目一期）
傲锐汽车部件（武汉）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汽车内饰件生产）

武汉双庆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武汉双庆科技有限公

司一号厂房）

武汉市韵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湖北快递电商总部基

地）
湖北超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汽车零部件生产基

湖北五丰机械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汽车零部件非金属加

工生产项目3#厂房）
武汉位众汽车配套有限公司 冲压焊接零部件
武汉鑫悦嘉置业有限公司 金口·后山府

武汉中畅瑞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畅瑞安铁路货车配件生产

基地一期
武汉庙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庙山邬树社区建设项目

武汉兆悦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发·金茂玺悦
武汉市江夏区中医院 江夏区中医医院整体迁建

华伟表面处理技术(武汉）有限公
司

汽车内饰件项目

武汉中百现代食品加工物流配送
有限公司

江夏中百现代工业园立体库干货
库（一期）

武汉盈合鑫置业有限公司 绿洲长岛一期B区、三期
民商（武汉）物联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民生电商武汉（江夏）现代金融

物流园
武汉梁子湖光伏综合应用科普示

范园有限公司
武汉梁子湖光伏综合应用科普示
范园休闲保健项目一期工程

武汉南部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保利·和光晨樾（二期）
武汉新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绿色环保厨具生产基地二期
武汉凌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地产集团金口地块项目
武汉市荆楚小城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军运村配套消防站项目

武汉利安智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汽车零部件和冲压件生产项目
武汉经夏德锐地产有限公司 德锐大厦
武汉市江夏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大桥核心工业园消防站
武汉鼎盛恒达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鼎盛恒达特种车辆零配件生产项
武汉融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融创城（住宅、科研及地下室
湖北省玉马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五里界花山吴村液化天然气加气

武汉昕泰投资有限公司 上城阳光创谷产业园东区
武汉中好汇科技有限公司 龙湖·江夏荟

奥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夏分公
司

新型建筑节能材料江夏生产基地
（2号厂房）改建项目

武汉光大同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光大同创华中地区科技园建设项
武汉环岛塑胶报装有限责任公司 医用塑料瓶生产基地二期

武汉飞游实业有限公司 飞游创意产业园
武汉市鑫呈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经发·龙湖·云山居
武汉马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江夏区安山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机械配件生产及加工基地项目
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中铁重工有限公司江夏基地

武汉传泰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智能骨干网武汉江夏物联网
信息系统设备制造和电子商务物

流基地项目（三期）

武汉睿德龙实业有限公司
红木家具研发生产装配基地（二

期）
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

有限公司
中百集团江夏生鲜物流中心冷链

库扩建项目
武汉市鼎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美的君兰半岛A-3

武汉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舜仕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建设

项目
武汉长江永信制造有限公司 钢结构件加工基地

武汉华晟乾茂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华晟乾茂黄家湖项目（住宅

、商业及地下室）

武汉宜化塑业有限公司
武汉宜化塑业有限公司改建工程

项目
美加置业（武汉）有限公司 美加湖滨新城五期
武汉良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武汉良欣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江夏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武汉市泰和英杰系统集成有限公 读卡器研发生产基地

湖北省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省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改

扩建信息质检综合楼

武汉新创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DC600V电源装置及空调机组生产

项目
湖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湖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
武汉正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机动车保险杠生产、研发
湖北石油滨江加油站有限责任公 庙山开发区幸福村加油加气站项
武汉市华宸云厦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航空港互联网+金融产业园
山绿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绿集团全自动智能低温5#车间
武汉奥山圣宏置业有限公司 汉口澎湃城E地块

武汉豪能实业有限公司
新型包装材料及标签生产项目1#-

4#厂房
武汉市东兴房地产开发公司 东兴华庭

武汉市硕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伦时光二期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

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东西湖区金银湖商业综合广场

（万达广场）
武汉当代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 “当代华侨城·东岸”（二期）

武汉明泰置业有限公司 国风上观
武汉艾特投资有限公司 艾特包装制品生产项目（二期）

武汉华阳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金湖一号酒店
武汉舵落口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舵落口广场嫁妆国际精品馆
武汉升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碧云天
武汉九坤颐璟房地产有限公司 九坤·五环璟城
武汉东西湖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武汉富力西溪悦居

武汉汇源政通物资有限公司
报废汽车回收解体利用（4#厂房

、水泵房）
武汉新沟铁路货运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武汉双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金属耐磨件生产项目
武汉楚润置业有限公司 都市·径水澜苑



湖北中远储运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运武汉供应链运营中

心项目（一期）
武汉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燃气只能仪表生产项目

湖北多米大道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多米武汉网商总部科技园项目
先惠自动化技术（武汉）有限责

任公司
高端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及制造项

目

武汉市东西湖勘测水工建筑公司
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东西湖

园区标准厂房（一期）
武汉祥恒包装有限公司 高档瓦楞纸箱生产项目
武汉桃李面包有限公司 “烘焙食品生产项目”一期

武汉青创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青创城”1#-13#栋、门房

、地下室
拜尔斯克表面技术（武汉）有限

公司
表面技术产品的生产项目

武汉劲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农产品初加工”3#厂房
湖北华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再制造项目

三叶士林电机（武汉）有限公司 厂房增筑工程项目
武汉金德源工程机械再制造有限

公司
工程机械制造项目（1#、2#厂

房）
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汉南区）分局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薛峰消防

站项目

武汉辰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P（2018）068号地块项目（一

期）、（二期）
武汉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P（2018）067号地块项目

武汉车都集团有限公司
沌口片区六村综合改造项目还建

工程1#地块

SEW-传动设备（武汉）有限公司
SEW-传动设备（武汉）有限公司

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品牌汽车制造配套服务产业项目
2#、3#维修车间、开闭所、消防

水泵房项目

武汉统建智欣置业有限公司
统建小军山143R2地块项目（统

建.璟樾府）

武汉蓝颖新能源有限公司
生物质锅炉清洁供热示范项目

（二期）
武汉市军山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小军山社区二期
武汉东神轿车专用总成有限公司 新建倒班楼
武汉华商白领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白领科技工业园二期-实验楼

武汉智慧生态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川江池公园景观建设工程
武汉枫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枫树工业园

江汉大学 江汉大学北区地下停车库建设工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扩建项目三期工程危废
仓库试制车间二期雨棚（1号雨
棚）试制车间二期雨棚（2号雨

武汉东方新宇置业有限公司 三和·创业智谷中心一区、二区
武汉金发科技企业技术中心有公

司
武汉金发科技企业技术中心（一

期）

东风马勒热系统有限公司
东风马勒热系统有限公司配套用

房（食堂、更衣室）项目
东风（武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东风（武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研发试验楼项目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东本二厂乘用车建设项目（二

期）培训阵地扩建
武汉楚水云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恒大时代新城一期E4地块

武汉翰彩包装有限公司 武汉翰彩包装新建项目

湖北高曼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空作业平台项目、高空作业平
台项目三号研发实验楼、消防水

武汉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武汉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工厂

建设项目
武汉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动保库、办公楼项目

武汉道宇置业有限公司 锦绣铭城居住小区
武汉航耀弘科技服务发展有限公 航空科技产业园一期
武汉汇德创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
汇德创汽车零部件制造一期项目

武汉传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智能骨干网武汉开发区（汉

南）项目

武汉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武汉吉利汽车部件制造项目冲压
车间、固废及废料打包车间、发

运办公楼
武汉美威铜业有限公司 精密铜管生产及深加工（二期）

武汉众环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智慧科技园（一期）

武汉捷悦行供应链有限公司 （武汉）豪华品牌汽车配件中心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天河街道

办事处
天河街第八、九批还建小区项目

（天香苑一期）
武汉恒安投资有限公司 住宅楼（山海观三期）B区项目

武汉天纵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项目（天纵▪时代城）1-8#、
幼儿园、商业及公共配套项目

武汉中合置业有限公司 商住楼（盘龙·理想城北区一
武汉盘龙卓尔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楼（盘龙·翰林公馆）

湖北湖畔豪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住宅楼（汉口北·卓尔生活城二
期）

武汉富强天盛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项目（武建·龙樾上城）
武汉炯明置业有限公司 商住楼（水木兰亭）一期

武汉市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哥特帝景商住项目（四期）
武汉统建城市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天汇龙城二期（B地块）项目
武汉中鄂联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天汇龙城二期（H地块）项目
武汉城开天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天汇龙城龙华苑项目

武汉金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宅楼（金川▪纯水岸）项目（5-

18#楼、配电房及地下室）
武汉交通工程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住宅楼（交投合盛嘉园一期）

武汉立城北上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项目（城投丰山府）

地块一
武汉三江航天盘龙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武汉三江航天盘龙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北辰辰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武汉北辰辰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奥鑫置业有限公司 海林•康桥官邸项目

武汉裕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孔雀城·问津三期

湖北铁投大桥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百瑞景滨江生活区一期项目（原

名铁投瑞景•澜湾）



武汉临江兴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华发中央公园
武汉启茂置业有限公司 阳逻金茂逸墅一期项目
武汉宝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宝业·星毓府一期项目

武汉市融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影·华翔城一期项目（居住、

商业、文化及休闲度假）
武汉金科尼棉花有限公司 学林·御景雅苑项目
武汉中铁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阳逻诺德逸都一期项目

武汉华怡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发·中城|华府（一期）项目
武汉绿城建发房地产有限公司 武汉绿城桃李春风三期项目
武汉裕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孔雀城航天府.滨江苑二期项目
武汉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桃李东方项目
武汉柴泊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医用卫材系列纺织机械生产项目

武汉市新洲区血吸虫病专科医院 住院部改扩建项目

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茁扬机械有限公司控股武汉
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装备制造

产业基地项目

武汉百卡弗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武汉百卡弗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一期建设项目
武汉市欣启益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洲邾城新能源工业园一期项目

湖北达勇节能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达勇建筑保温节能材料生产基地

项目
光正钢机有限责任公司 光正二期标准厂房项目

武汉一豆一品食品有限公司
（工业项目）豆制品加工生产线

及厂房建设
武汉联东金襄实业有限公司 联东U谷·电子科技产业园项目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卫星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武汉维戈丝家居有限公司 武汉博艺美家居装饰部品项目
武汉华星东城置业有限公司 华星·龙腾国际项目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船双柳特种船舶及重型装备制

造基地建设项目

新洲区商东社区通达养老院
新洲区商东社区通达养老院（祥

钰院区）项目

武汉中森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无纺布、纺织品、塑料制品制造

及销项目

武汉市新洲区涨渡湖街卫生院
新洲区涨渡湖卫生院公卫楼改扩

建工程
武汉恒嘉祥商贸有限公司 商业项目（楚源国际商业项目）

武汉尚龙置业有限公司
商务、居住项目（龙湖光谷天街

综合体）一期
TCL科技产业园（武汉）有限公司 居住项目（光谷学府）
湖北悦龙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居住项目（新城·璞樾门第）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

体育局
武汉市光谷豹澥第二小学项目

武汉晨鸣中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居住、商务、商业项目（晨鸣中

利华中金融总部）1.1期
武汉华润置地葛洲坝置业有限公

司
居住、商业项目（华润光谷长动

项目）二期
武汉新高新谷置业有限公司 商务、商业、居住项目J、K、L地

武汉辉恒置业有限公司
居住项目（曙光村城中村改造D包
开发地块）一期（旭辉千山凌

武汉光谷中心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商务、商业项目（光谷科技大



小米信息技术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商务、商业项目（小米武汉总部

（东湖1号））

湖北中煤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商务项目（湖北中煤华中地新能

源研究开发中心）
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 新建鲁巷中学教学楼项目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九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建工
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