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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建质安协〔2021〕9 号

关于召开全省桩基高吨位静载荷试验（武汉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现场观摩暨
地基基础检测技术交流会的通知

各相关检测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检测行为，推动行业自律，塑造行业形象，促

进整个检测行业有序健康发展。经研究，武汉建筑业协会、省质

安协会拟定于 4 月 17 日召开全省桩基高吨位静载荷试验（武汉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现场观摩暨地基基础检测技术交流会。现

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交流检测管理和桩基静载荷试验检测经验；桩基静载荷试验

检测项目现场观摩学习。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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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办单位

武汉建筑业协会、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三、协办单位

武汉岩土工程学会

四、承办单位

武汉科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五、会议时间

4 月 17 日上午 8∶30—12∶30，会期半天。

六、参会人员

全省具有地基基础检测专项资质的检测机构相关负责人1—2

人；武汉岩土工程学会部分会员单位代表；邀请省、市、州、直

管市、神农架林区，武汉市各区行业主管部门分管检测工作的负

责同志与会。

七、其它事项

（一）请检测机构于 4 月 12 日前将《参会人员回执单》（word

文档格式）传至邮箱：514781675@qq.com；武汉岩土工程学会

部分会员单位将《参会人员回执单》（word 文档格式）传至邮

箱:hu1961@126.com。

（二）参会人员于 4 月 16 日下午 2∶00—6∶30 直接到蓝

天龙韵大酒店（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工农兵路 111—65 号）一楼

大厅报到；4 月 17 日上午 8：30—11：30 到酒店会议中心 3 楼

龙韵厅开会；11∶40 分批乘车至武汉周大福金融中心试桩高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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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静载试验项目观摩；12∶30 分批乘车返回酒店主楼 2 楼爵格

仕西餐厅用中餐。

（三）本次会议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四）与会人员请自备雨具或做好防晒准备。

(五) 武汉建筑业协会联系人：李明强，13808664293；省

质安协会联系人：周艳平，15071400466，赵晖：027—67120996，

曹荣：027—67120977；武汉岩土工程学会联系人：胡春林，

13871157978。

（六）酒店前台电话：027—82631818，会务组工作人员刘

晓姣：1592729096。

附件：1、检测机构参会单位名单

2、参会人员回执单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2021 年 4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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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测机构参会单位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区

1 潜江市四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潜江市

2 潜江市正信地基基础检测有限公司 潜江市

3 湖北江汉检测有限公司 潜江市

4 湖北清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潜江市

5 湖北明华宸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潜江市

6 湖北毅永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7 湖北诚达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8 湖北信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9 武汉中合众建筑科学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

10 武汉轻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11 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

12 武汉中隧轨道交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13 武汉众成同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14 湖北中大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15 武汉固地鼎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16 湖北交通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武汉市

17 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武汉市

18 武汉市三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19 武汉至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20 武汉恒信德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21 湖北兴建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22 湖北德高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23 湖北省精量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24 湖北一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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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区

25 湖北鹏发同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26 武汉岩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27 武汉工大土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28 武汉华中智能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29 武汉润置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30 武汉格林瑞鑫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武汉市

31 长江地球物理探测（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市

32 湖北恒盛信诺基础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33 武汉市深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34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35 湖北建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36 湖北震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37 湖北中精衡建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38 九方安达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39 武汉市东西湖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武汉市

40 武汉科岛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41 武汉天汉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42 武汉铁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43 武汉中电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44 湖北万钧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45 陆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46 湖北武大珞珈工程结构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市

47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市

48 武汉中和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49 武汉汇科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50 武汉科大联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51 湖北康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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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区

52 武汉弘泰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53 湖北大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54 武汉路源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55 武汉中科科创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56 武汉路达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57 湖北华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58 武汉市正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59 武汉长信土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60 湖北中南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61 武汉武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

62 湖北中冶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63 武汉科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64 武汉怡恒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65 湖北省路桥集团瑞达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66 湖北诚信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67 湖北中机三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68 武汉铁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69 湖北毅捷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70 武汉马房山理工工程结构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71 武汉浅层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72 武汉科信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73 湖北神龙工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

74 武汉路通市政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武汉市

75 武汉华中科大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

76 武汉洪东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77 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武汉市

78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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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区

79 武汉市中心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80 湖北华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武汉市

81 阳新县岩土工程勘察测试中心 黄石市

82 大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黄石市

83 黄石天园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石市

84 黄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石市

85 湖北广信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石市

86 大冶有色兴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石市

87 湖北天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石市

88 黄石市颐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石市

89 湖北佳境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黄石市

90 湖北威兰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黄石市

91 湖北楚晟科路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襄阳市

92 湖北起航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襄阳市

93 襄阳东磊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襄阳市

94 襄阳汉江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95 湖北中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襄阳市

96 襄阳富思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97 襄阳三方缘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98 湖北精之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99 湖北东锦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100 湖北建研科峰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101 湖北建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102 枣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襄阳市

103 襄阳科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市

104 宜城市守信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105 湖北华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襄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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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区

106 丹江口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十堰市

107 十堰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十堰市

108 湖北永拓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十堰市

109 十堰市泽明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十堰市

110 湖北郧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十堰市

111 十堰长川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十堰市

112 十堰首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十堰市

113 公安县恒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14 湖北天瑞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荆州市

115 荆州市中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16 荆州市荆科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荆州市

117 洪湖市明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18 荆州市华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19 湖北省亚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0 监利市正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1 湖北奕景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2 江陵县兴发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3 松滋市精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荆州市

124 石首市鑫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5 湖北科臻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6 湖北远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7 元本检测（荆州）有限公司 荆州市

128 湖北万泰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市

129 湖北华祥地宜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0 湖北康标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1 湖北至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2 湖北衡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宜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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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区

133 宜昌永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4 湖北楚天卓越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5 葛洲坝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6 湖北万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7 宜昌广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8 湖北建夷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宜昌市

139 湖北精睿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宜昌市

140 湖北量四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

141 湖北省宜昌市鼎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宜昌市

142 宜昌筑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宜昌市

143 湖北精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门市

144 钟祥市广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荆门市

145 京山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荆门市

146 湖北楚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荆门市

147 鄂州市弘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鄂州市

148 鄂州市衡信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鄂州市

149 湖北鑫航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孝感市

150 孝感真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孝感市

151 武穴市紫光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黄冈市

152 湖北精达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冈市

153 麻城市方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黄冈市

154 罗田县广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公司 黄冈市

155 赤壁市宏远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

156 湖北星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咸宁市

157 咸宁衡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

158 湖北一洲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咸宁市

159 湖北天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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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区

160 湖北恒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恩施州

161 湖北惠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

162 恩施征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恩施州

163 巴东县东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恩施州

164 湖北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恩施州

165 湖北正方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

166 湖北盛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恩施州

167 利川市华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恩施州

168 湖北优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恩施州

169 湖北中奥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仙桃市

170 湖北中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仙桃市

171 湖北拓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仙桃市

172 仙桃市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仙桃市

173 湖北天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天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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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人员回执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地区 电话
住 宿

（是或否）

用餐 17 号

中午

单间 □

标间 □

是 □

否 □

备注：1、请检测机构于 4 月 12 日前将《参会人员回执单》传至邮箱：

514781675@qq.com；武汉岩土工程学会会员单位代表将《参会人员回执

单》（word 文档格式）传至邮箱:hu1961@126.com。

2、食宿情况，“是”画“√”，“否”画“×”；请如实填写，便于提

前统一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