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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年度山东省建筑业 

企业优秀项目经理预选名单的公示 
 

根据《山东省建筑业协会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山东省建

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评价工作的通知》（鲁建协〔2017〕

3 号文）和《山东省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评价办法》规

定，经企业申报，市地协会和有关单位推荐，省建协专家委

员最终评定，2016 年度山东省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预

选人数 188 名（含装饰企业优秀项目经理 48 名），现予以

公示。本公示自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

欢迎投诉和反映，反映内容应实事求是。以单位名义投诉和

反映的，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投诉和反映的，应署名真

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省建筑业协会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正觉寺小区一区 1 号 

       邮编：250011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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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电话：0531—86195213 

              

附件：1、2016 年度山东省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预选名单 

      2、2016 年度山东省建筑装饰企业优秀项目经理预选名单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2017 年 6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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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年度山东省建筑业企业 

优秀项目经理预选名单（140名） 

 

济南市 

徐怀忠    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 

周海青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付  伟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李胜杰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  昌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笃群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翟恒宇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  宝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曰行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卢鹏里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郝昭旭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书生    济南舜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令国    山东恒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化营    山东瑞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市 

宋吉东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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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鹏飞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单联德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马庆元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刘宪振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范金论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毕明强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砚廷    青岛中建联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辛茂杰    青岛亿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夏建华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吉寿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  军    青岛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王健行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郑成名    青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市 

刘德金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功平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 

马子涛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 

王  冰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  龙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袁  配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祝孝君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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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伟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赵洪标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孙兆雷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宝林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杨  波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宗延强    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枣庄市 

孙中来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胜宝   滕州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李洪贞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 

唐家银   山东华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  波   山东滕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 

刘雪山   东营天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李耕华    山东金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任兴华    山东瑞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刘继林   山东科达基建有限公司 

 

烟台市 

王春江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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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龙勇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永杰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秦  原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辛龙伟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刘春晖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于红俊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市 

李忠文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丛兴杰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崔  焱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庄明磊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传宝   山东大源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普祥    潍坊市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赵立强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胡道军    临朐县兴隆建安有限公司 

杨世生    山东省临朐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在春    山东省寿光市圣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市 

姚元芝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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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芳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任钟良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孔  兵   曲阜市建筑工程公司 

宫中厂   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军厂   济宁市汇源建安有限公司 

范庆伟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市 

张东宁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赵广玉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庞洪彬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王富金   新泰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刘衍利   新泰市市中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李洪生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西军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张恒民   山东华龙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张继增   泰安东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市 

于振波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卢俊博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洪洋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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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高杰   威海正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马振华   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 

李宗斌   山东日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  博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丽霞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涛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 

王  辉   山东正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罗明涛   山东正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临沂市 

张现芳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井士龙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海峰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鲁辉   山东天元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能  涛   山东冠鲁置业有限公司 

薛传国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牟伦船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徐相永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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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 

刘振鹏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周靖松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杨会亭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艾贻强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魏建民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纪守涛   德州振华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市 

方俊荣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巩龙广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潘凤高   山东聊建现代建设有限公司 

田广迎   聊城市龙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小鹏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市 

马兴永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孟玲辉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王志江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孙士家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 

王卫刚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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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 

王俊成   山东盛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姜  胜  山东丽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  洁   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建军   山东岳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 

侯艳斌   中石化胜利建工程有限公司 

王国明    中石化胜利建工第三工程处 

 

中铁 

董家浩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郭志远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 

岳军政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郭兴鹏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  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张  志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高修筑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王西伦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彭启明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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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德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安装协会  

李绍伦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张宏建   济南建设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白伟波   山东省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褚福法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利厅 

孙彦启   山东水总有限公司 

孙卫平   威海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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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度山东省建筑装饰企业 

优秀项目经理预选名单（48 名） 

 

济南市   

董延永   山东万得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高志丹    山东福缘来装饰有限公司 

张锡明   山东省永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王新强    山东省装饰集团总公司 

王中兵   山东富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杨慎伟    山东津单幕墙有限公司 

 

青岛市   

刘光生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范  旭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玉   青岛颐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胡润龙   青岛金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王  刚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淄博市   

曹永禄   淄博美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3 
 

路  杰   山东金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枣庄市   

牛广平   山东金龙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官峰   山东雄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吕士兴   山东鲁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东营市   

燕  峰   山东中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永芳   山东新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烟台市   

尚婉霞   山东宫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李文芝   山东景尚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郝宏刚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   

郭宝生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宝军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毕有亮   山东沈潍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  鹏    潍坊鸢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董晓辉   山东弘阳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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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   

孟庆生   山东宁辉装饰有限公司 

刘  伟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  强    山东天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尹  伟    山东贵象匠业有限公司 

汤庆学   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市   

郭家强    山东精英装饰有限公司 

韩怀山   泰安市新方圆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市   

于晓明   乳山市正华装饰有限公司 

 

临沂市   

周传坤   山东临亚装饰有限公司 

李  超    山东临亚装饰有限公司 

邢冬冬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戚建坤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市   

袁  震   山东万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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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德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  芳   日照市齐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市   

张书义    山东正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春旭   山东雅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崔建刚    德州慧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   

毛   磊  山东乔雅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赵   伟  山东南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聊城市   

王占存   山东省木森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菏泽市   

孔令旭   菏泽市创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