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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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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重点工程“聚焦‘双碳’目标 聚力新型建造”

创新创优劳动竞赛先进典型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部

署,加快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根据«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重点工程“聚焦‘双碳’目标 聚力新型建造”创新创优劳动竞赛

实施方案»«关于推荐２０２２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重点工程

“聚焦‘双碳’目标 聚力新型建造”创新创优劳动竞赛先进典型的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高位谋划、高标部署、高效推动,

充分发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广大职工在我省重点工程建设中

的主力军作用,围绕“六比一创”,攻坚克难、建功立业,有力助推重

点工程项目安全有序平稳高效落地,年度竞赛品牌创建特色鲜明,

样板项目和精品工程层出不穷,涌现出一大批成绩显著、勇于实

践、贡献突出的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经劳动竞赛委员会研究决定,选树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等１５０个先进集体,新建济南市应急救援储备中心项目部等

１５０个优秀项目部(班组),王彦宏等１５０名先进个人,张庆华等５０

名优秀组织者.现将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模范

表率作用,拼搏进取,再创佳绩.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

位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主动作

为、锐意创新、深化改革、扎实工作,在全省住建系统营造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切实推动新时代“教育”“科

技”“人才”战略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全省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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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先进集体名单

２．优秀项目部(班组)名单

３．先进个人名单

４．优秀组织者名单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员会

山东省总工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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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先进集体名单

(共１５０个)

济南市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易通城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沃尔德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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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易方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市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市政空间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嘉建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诚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前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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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旭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淄博市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奥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淄博政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枣庄市

枣庄市政建设集团股份公司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宸居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枣庄市山亭区房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东营市

东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６—



山东科铭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东营成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东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市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城市排水服务中心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市政养护中心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山东)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市

潍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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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科技学院建筑安装公司

济宁市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兖州建设总公司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方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曲阜尼山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泰安市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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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博宇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泰安建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泰安市联强远大建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奥华钢结构有限公司

日照市

日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锦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建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瑞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兰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天衡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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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城乡建设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日照市委员会老干部局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滨盛文旅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市京博乐安置业有限公司

德州市

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德州德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齐河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聊城市

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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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聊建第八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天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聊城市华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临沂市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北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菏泽市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菏泽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央企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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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省直

中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属机关委员会

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部(统战部)

山东省建设工会委员会

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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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优秀项目部(班组)者名单

(共１５０个)

济南市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建济南市应急救援储备中

心项目部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湖核心区东侧片区B地

块安置房项目二标段项目部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黄河体

育会展及科技智造园区基础设施(黄河大道一期)工程施工一标段

项目部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济南连接线

(旅游路东延)工程施工SG－３项目部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新东站片区安置一区城中村改造保障

房项目部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鲁新置业大涧沟安置房D－１地块项目部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五工程项目公司先行区崔寨片区

数字经济产业园C－２地块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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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世茂摩天城１．１期工程２＃地块

１＃－６＃楼及地下车库项目部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G１０４京岚线济南黄河公路大桥扩建工程

HHDQ－３标段项目部

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黄河体

育会展及科技智造园区基础设施(黄河大道一期)工程施工四

标段项目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曲堤镇柳家社区(一期工程)

项目部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东总部基地B地块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济南奥体东１６号地块开发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医疗硅谷项目

工程总承包(EPC)B－１１地块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CBD中央广场１８＃地块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综合楼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央商务区 A－１地块

３３０米超高层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济南华泉万象天地 A１地块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复地济南国际金融中心A１地块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省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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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科技创新园

项目(三期)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医院(东院区)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起步区新院(一期)

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济南奥体东１３及１７－２号地块开发

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国际金融城北区 A－７、A－８地块施

工总承包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济南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项目工程

总承包(EPC)项目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国际金融城北区 A－５、A－６地块

项目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古飞机维修新厂区项目(一

期)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济南章丘万达广场

项目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唐冶(三甲)医院项目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越海保税物流园项目(二期)项目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重工职工生活区一期总承包项目部

—５１—



青岛市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亚洲杯足球比赛场地建设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康复大学项目创新核等部分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纺织工人疗养院改造项目(休养

综合楼)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国信科技大厦商业住宅项目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西区四期智库

大厦项目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山东头社区村庄改造项目 LS０１０４－０５５地块

(安置区)二期项目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青岛市市民健康中心建设项目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６号线

一期工程联合项目部

中诚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国际院士港产业核心区试验区智能

制造LC０３０６－３２、LC０３０６－５３地块项目部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钢研“一院一园”项目部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女岛港升级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项目部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西发? 影星山庄(二期)一标段(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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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１３＃、１７＃、１８＃楼及地下车库)项目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港口航运金融中心项目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城鑫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项目

(三期)项目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研究院一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部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动房产业研发园建设项目三期

项目部

青岛前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高新标显示用载板玻璃项目部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公共卫生中心建设工程项目部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

公安特警反恐及警务技能综合训练基地工程联合项目部

中嘉建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铁家庄社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平度东部医疗服务中心建设项目部

中铁建工集团第二建设有限公司诺德澜湾项目４期项目部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动投创智园项目部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康复大学项目部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国际院士港设计研发中心项目部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姜山生物医药产业中心项目部

青岛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辽阳路(南京路－福州路段)交通结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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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

淄博市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淄博职业教育产教实训基地二标

段项目部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科淄博城市之光项目部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一公司淄博市火车站北广场片区建设项目

五金机电城建设项目一标段项目部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淄博市火车站北广场片区建设项目五金机

电城建设项目二标段项目部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三公司淄博职业教育产教实训基地项目一

标段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

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市城市快速路网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联合项目部

枣庄市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台儿庄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部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枣庄市政建设集团股份公司S５１５

枣薛线市中区营子至京台高速段改建工程联合项目部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安侨书香门第项目２５＃－３３＃、

３５＃－３６＃、３９＃、幼儿园、地下车库一期建设工程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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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山亭区房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亭区东西鲁片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三期西区工程项目部

东营市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铜基新材料产业园生产车间１工程施工项目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利津县中心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二标段项目部

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限公司顺北油气田二区４号断裂带奥陶

系油气藏试采评价项目－五号联第二列天然气处理装置建设工程

项目部

山东东发广成建设有限公司翡翠华庭项目部

烟台市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飞龙金滩花园 C 区 C１＃－C１２＃楼、地下

车库及设备用房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烟台市城市快速路山海路建设工程项目

烟台市市政养护中心２０２２年市区部分主次干道罩面工程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烟台华润中心５＃－８＃楼及４．１

期地下车库项目部

烟台市城市排水服务中心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

项目部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市疾控中心南侧地块(新万星耀大厦)项目部

潍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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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临朐(国际)会展中心项目部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潍坊市老年康养教育综合服务中心项

目部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城名邸３－５、８－１０、１２－

１８＃住宅楼、１１＃商住楼、幼儿园、社区管理中心、商务综合楼、北

组团地下车库一期、南组团地下车库项目部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安丘市市立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部

潍坊科技学院建筑安装公司寿光市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创业示范中

心(二期)１＃、２＃、１３＃、１５＃、１７＃、１８＃厂房项目部

潍坊市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中港城综合楼项目部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新钢园区４

＃配套楼、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新钢园区１＃－８＃厂房和潍柴

国际配套产业园新钢园区１１＃－１２＃ 厂房、１５＃－１８＃厂房、９

＃－１０＃仓库、１３＃－１４＃ 仓库、１＃停车楼项目部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诸城市医疗产业园康复中心项目门诊

病房综合楼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潍坊桃园街金茂悦二期项目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潍坊高铁新片区综合开发PPP项目

长途客运站、公交场站项目部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州市博物馆聚落项目博物馆新馆主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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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项目部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清平路道路工程项目部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枢纽站、城市景观广场及地下空间

工程项目部

济宁市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宁京杭大数据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A２

地块)项目部

山东迈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乡县城市道路排水管道提升改造工

程(文峰路中段、文峰桥工程)项目部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市紧急医学救援中心(济宁市立

医院二期)项目部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商贸物流园医疗装备产业园一期

配套工程项目部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太白湖新区西北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二期２＃地块B片区(颂运水庭新社区２５＃、２６＃楼)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济宁市公共卫生中医医疗中心项目部

山东兖州建设总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文化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部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贵购物广场项目部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丰源燃气热２×２００MW 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热电联产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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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兴

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泰安市方舱医院联合项目部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泰安市城区西部热源PPP项目部

山东联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泰安师范附属学校虎山路校区项目部

山东泰山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泰安市环山路东延二期改造工程

项目部

中建五局(山东)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泰安华润万象汇设计施工总承

包(EPC)项目部

威海市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里口山医院项目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翠区科创中心工程项目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医院威海分院一期工程项目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恒山社区建制镇驻地棚户区改造项目

C２、I地块项目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临港区智慧天地中心项目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绿轴一期７号商务办公楼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国家(威海)创新中心一期PPP项目部

日照市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黄海明珠广场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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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市老年大学项目部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日照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项目部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日照高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基础设施综合配套项目(二期)EPC 标准厂房项目部

日照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桂林路片区二期

棚户区改造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岚山区人民医院应急诊疗建设项目

综合楼项目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日照海韵广场智慧物贸综合体项目部

山东瑞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瑞工时代广场项目部

山东泰山建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市滕家村商业综合体项目

EPC项目部

中铁建工二公司东港区区政府广场南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三期

(G、H、J地块)项目部

滨州市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滨州市全民健康文化中心项目－全民

健身中心项目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滨州京博儒苑上邦３．３期(４８＃－５７＃楼及

附属车库)及２期３７＃楼项目部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阳信县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部

—３２—



德州市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德达蘭园一、二期项目部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

EPC总承包项目部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宁津县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项目部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平原县白酒厂片区棚改项

目１＃－１２＃项目部

山东德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夏津德达壹号院二期项目部

山东德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达诚园建设项目部

聊城市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裕昌聊城国际金融中心 A 区２＃、

４＃、６＃－９＃楼项目部

山东聊建第八建设有限公司聊城市水城印象(二期)工程施工(标

段一)项目部

聊城市华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聊城市智能(仿真)综合性公共实训

基地(标段一)瓦工班组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九州印象１－９＃住宅楼、１０＃楼、１１

＃楼及地下车库项目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健康科技园项目施工一标段项目部

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东医．桂馨苑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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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聊建第八建设有限公司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丽水社区(南区)

施工项目(标段二)项目部

临沂市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奥体中心项目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七公司临沂应用科学城二期B区项目７１７

项目部

山东天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消防设备安装分公司山东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临沂新校区二期建设项目第十项目部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七公司临沂市通达路祊河桥及两岸立交改

造工程项目部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沂河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部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九公司沂水县东城区城市基础设施PPP

项目部

菏泽市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菏泽市立医院东院区直属项目部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菏泽现代医药港项目部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铂悦碧桂园一期三标段项目部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菏泽医学专科学校新校区(西区)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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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先进个人名单

(共１５０名)

济南市

王彦宏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猛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工

吴　鹏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

李　斌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

李勤兴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拥军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新旧动能转换区供水分公司工

程管理科科长

辛崇升　　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嘉欣　　济南易通城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班组长

于海光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王建光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

副总工程师

张　翼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业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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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峰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分院院长

刘志燕(女)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于承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院长助理

刘贵国　　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师

赵锦设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员

周清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员

王延明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荫刚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初杨清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党总支书记

朱学军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文胜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学超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工会主席

侯海涛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项目总工

苏文刚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工会主席

杨永强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工会主席

王亚坤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高级经理

金林林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赵　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青岛市

管成满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质安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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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波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宋　各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施工员

吴书义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项目经理

刘晓英(女)青建集团股份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吴海泉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孙俊军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经理

孙林林　　青岛城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马呈阳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王　成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孙　强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邹　彬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李宝林　　中嘉建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张永新　　中诚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陈恩举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

闫升飞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贾　伟(女)中铁建工集团第二建设有限公司高级政工师

张永敏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刘学峰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项目总工

刘　腾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张　钊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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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

徐以升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周长青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

吕茂森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明　　山东鼎推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延波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礼晗　　淄博政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广勇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副经理

枣庄市

杜　政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马　宁　　枣庄市政建设集团股份公司项目副总工

崔　鹏　　枣庄市山亭区房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部长

韩佳琦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牛彦磊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班组长

东营市

卞春雷　　山东科铭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薛渤海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工程师

林其乐　　东营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

张树磊　　东营翡翠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师

刘　雷　　东营成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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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晓军　　中石化胜利油建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

陈谞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工会主席

朱培凡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烟台市

弓　正　　山东易方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守京　　山东易方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

高绪涛　　烟台市城市排水服务中心主任

袁　莉(女)烟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玉明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

刘显刚　　烟台新城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队副队长

刘少飞　　烟台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建设科科长

孙照武　　烟台市市政养护中心工程队队长

汪　宇　　中建五局(山东)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范丽娜(女)中建五局(山东)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班组长

潍坊市

刘海宁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李蒙蒙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刘海涛　　山东华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　伟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李晓瑞(女)山东高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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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祥龙　　潍坊天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员

王兴德　　潍坊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副经理

陈　庆　　潍坊科技学院建筑安装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晓东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张　源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刘训臣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济宁市

潘　涛　　山东兖州建设总公司项目经理

张明涛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

赵国建　　山东迈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保贺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司　杰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孟繁锦　　山东方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赵建坡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熊　伟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党委书记

贾安堃　　济宁壮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泰安市

杨金湘(女)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

李　宁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何道双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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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凯　　泰安市城市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胡胜利　　泰安市联强远大建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郭庆胜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威海市

丁金涛　　山东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工

于松浩　　山东富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

王　哲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科科长

滕　栋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班组长

于振波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张东升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郉峻搏　　威海奥华钢结构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日照市

张华乐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郑秀芳(女)山东天衡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高月圆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于　涛　　日照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赵　续　　日照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班组长

邱卫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李勇杰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

李延浩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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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

孟庆国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史金波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班组长

刘　科　　山东滨盛文旅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德州市

时敬涛　　德州德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强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班组长

于付振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员

孔令永　　山东德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广华　　德州市海特热电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董大召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组长

隋桂梅(女)德州市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聊城市

黄　涛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郑东胜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侯洪有　　山东聊建第八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陈　源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崔新振　　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乔德相　　聊城市华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王俊杰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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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

陈洪涛　　山东北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园林公司经理

吴仕锋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七公司经理

武永东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张　凯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苑艺林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分公司技术

负责人

赵学学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筑工程分公司项目经理

李纪芳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建筑工程分公司项目经理

菏泽市

王振亚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赵同江　　菏泽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　雷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二公司经理

祝国华(女)中天昊建设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总监

王骁宇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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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优秀组织者名单

(共５０名)

济南市

张庆华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级领导干部

梁　敏(女)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正处级领导干部、

机关工会委员会主席

吴晓滨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绿色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副处长

王洪明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绿色建筑节能与科技处科长

青岛市

王延清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策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

姜　颖(女)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姜　燕(女)青岛市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站四级调研员、工会委员会

主席

武　楠(女)青岛市市政公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六级职员、妇委

会主任

淄博市

乔晓青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一级科员

孙晓娟(女)淄博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组织人事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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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殷健健　　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事科科员

段娇娇(女)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科员

东营市

任　凤(女)东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工会委员会科员

姚惠红(女)东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建设科技服务科

科长

烟台市

于　豪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绿色建筑节能与科技科副科长

曹文心　　烟台市城市排水服务中心工程师

潍坊市

王慧龙　　潍坊市建筑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

刘新忠　　潍坊综合保税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魏新荷(女)潍坊高新区工程监管中心高级工程师

济宁市

张新连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李　玲(女)济宁市市政园林建设中心科员

孔凡西　　济宁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中心主任

泰安市

段青梅(女)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汪厚亮　　泰安市建筑业发展中心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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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

高健为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产业发展科科长

吕同耀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科员

日照市

于海波　　日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会委员会主席

何四红　　日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志强　　日照市城乡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师

滨州市

于　宙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会委员会主席

刘　飞　　滨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中心人事科副科长

德州市

徐　辉　　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节能科技与勘察设计科

工程师

吕　涛　　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节能科技科工程师

聊城市

王相如(女)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工会委员会科员

王　辉(女)聊城市住房与建设事业保障中心高级工程师

临沂市

吴继兵　　 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曹艳艳(女)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菏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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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军　　 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孙洪江　　 菏泽市建设工会委员会副主席

省　直

朱文汇(女)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三级

调研员

陈恒亮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副处长

信恒武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一级主

任科员

张晓静(女)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三级主任科员

路　凯　　山东省建设培训与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副主任

吴亚飞　　山东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中心工程师

张　楠(女)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部(统战

部)一级主任科员

范庆国　　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部(统战

部)工作人员

杨宝光　　山东省建设工会委员会副主席、二级调研员

邵弘越　　山东省建设工会委员会一级科员

侯仰志　　山东省建设科技与教育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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