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建联【2019】9 号 

 

 

关于做好换届选举理事、常务理事和监事 
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有关企业：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拟定于 2019年 6月召开第七届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和监事。 

现将候选人员推荐工作要求如下： 

一、请各县市区协（联合）会或有关单位组织本地区范围内的

推荐工作，推荐工作应严肃慎重； 

二、拟推荐的理事、常务理事和监事候选人，应征得被推荐人

的同意，常务理事应在理事推荐名单中产生； 

三、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的推荐应符合“行业引领、热心协

会、会员代表”的原则，可以在第六届理事和常务理事（名单见附

件 1、2）基础上根据本地区或行业的情况进行增加和调整；不适

合、不符合担任联合会工作的人员不予推荐。 

四、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推荐数量根据分配

数量表（见附件 3）。 

五、监事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应符合“熟悉社团运作、热心

联合会工作，在会员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对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



督、引导”。推荐和自荐从非理事会员代表和其他行业代表中产生。 

六、市直单位和其它行业会员可直接向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提出申请，推荐或自荐理事、常务理事和监事候选人。  

各有关单位务必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前，将推荐名单（格式

见附件 5、6、7）汇总后报至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同时报电子版）。 

联 系 人： 王亚蕊      

电子邮箱： ytcia02@163.com   

电    话： 0535-6905983 

 

附件：1.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2.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六届常务理事名单 

3.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名单 

4. 第七届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推荐数量分配表 

5. 第七届理事候选人推荐名单汇总表 

6. 第七届常务理事候选人推荐名单汇总表 

7. 第七届监事候选人推荐名单汇总表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2019 年 4月 8 日 

 

换届  推荐  通知                                                  

抄送：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2019 年 4 月 8日  



附件 1：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芝罘区（7 人） 

王九恒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季道全 山东建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承国 烟台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管延松 山东广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德福 烟台市德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从彬 烟台市信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华金友 烟台市渤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莱山区（4 人） 

宋  勇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程广力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海涛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逢倜 烟台金桥建筑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开发区（5 人） 

丁兆鹏 烟台开发区双鹏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学龙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  伟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李广思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秦文英 烟台市惠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副经理 

福山区（4 人） 



吕其昊 烟台德润建筑有限公司 经理 

蔡锋先 烟台雨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鲍强之 山东海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杨永松 烟台福松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经理 

牟平区（6 人） 

曲维诚 烟台霖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震舰 烟台市第二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王可岳 烟台市东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张树忠 烟台市东方建筑安装装饰工程公司 总经理 

许昭波 烟台海德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中一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莱州市（6 人） 

顾松林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书记 

周忠昌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忠岩 莱州市西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杜德萍 山东建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茂东 莱州市合众建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满高波 山东华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龙口市（9 人） 

焦元涛 龙口市新嘉建筑工程公司 经理 

邵才仁 山东正仁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王天杰 山东中粮建设集团公司 经理 



邢世强 山东中允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振义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永辉 龙口市华龙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蔺连锁 龙口市众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刘克绪 龙口市顺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隋信品 龙口市南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蓬莱市（3 人） 

王有辉 山东开元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国平 山东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建业 蓬莱市庆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招远市（3 人） 

孙宝其 山东金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李生成 招远市北关西建筑工程公司 经理 

李进东 招远市梦芝建筑工程公司 经理 

栖霞市（3 人） 

栖霞市泰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栖霞市安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栖霞市市政通达建筑安装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莱阳市（5 人） 

万忠斌 莱阳市建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杨旭强 莱阳市盛隆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杜广才 莱阳市盛大建筑有限公司 经理 



王  波 莱阳市嘉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宫玉庆 莱阳鲁花建筑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海阳市（4 人） 

李孝敏 海阳市民主建筑公司 总经理 

李永光 海阳市大闫家建筑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维吉 海阳市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同库 海阳市永盛建筑有限公司 总经理 

长岛县（1 人） 

王志通 长岛县宏泰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市  直（11人） 

唐  波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吕清波 桦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治波 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宫学才 烟台市学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振伟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孙同新 烟台中交航务工程公司 总经理 

张丛义 烟台市鑫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炳川 烟台市建盛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  颖 山东中宏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邵永利 烟台鑫仕铭律师事务所业务三部 主任 

鞠  芬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 副秘书长 

 



附件 2：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名单 

 

芝罘区（3 人） 

王九恒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管延松 烟台广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季道全 山东建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莱山区（4 人） 

宋  勇 烟台市飞龙建筑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程广力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海涛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逢倜 烟台金桥建筑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开发区（4 人） 

丁兆鹏 烟台开发区双鹏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学龙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  伟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广思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福山区（1 人） 

吕其昊 烟台德润建筑有限公司 经理 

牟平区（2 人） 

曲维诚 烟台市霖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震舰 烟台市第二安装工程公司 经理 

莱州市（1 人） 

顾松林 莱州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书记 

龙口市（2 人） 



邢世强 山东中允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振义 山东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蓬莱市（1 人） 

王有辉 山东开元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招远市（1 人） 

孙宝其 山东金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栖霞市（1 人） 

林文海 栖霞市安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莱阳市（1 人） 

万忠斌 莱阳市建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海阳市（2 人） 

李永光 海阳市大闫家建筑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维吉 海阳市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长岛县（1 人） 

王志通 长岛县宏泰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市  直（7 人） 

唐  波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吕清波 桦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同新 烟台中交航务工程公司 总经理 

李振伟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李  颖 山东中宏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邵永利 烟台鑫仕铭律师事务所业务三部 主任 

鞠  芬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 副秘书长 

 

 



附件 3：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名单 

 

牛玉堂 烟台天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  平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纪海亭 烟台市海兴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克勤 烟台市飞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钱如贵 山东世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潘春湖 山东兴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展锋 烟台金海建工有限公司 经理 

 

 

 

 

 

 

 

 

 

 

 

 



附件 4：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第七届理事会 

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推荐数量分配表 

 

序号 属地 理事 常务理事 备注 

1 芝罘区 9 3  

2 莱山区 6 3  

3 福山区 3 1  

4 牟平区 3 1  

5 开发区 5 3  

6 高新区 1   

7 栖霞市 3 1  

8 蓬莱市 3 1  

9 龙口市 3 1  

10 招远市 3 1  

11 莱州市 3 1  

12 长岛县 1   

13 莱阳市 3 1  

14 海阳市 3 1  

15 市  直 10 5  

16 其  他 10   

合计 69 23  

 

 

 

 

 



附件 5：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名单汇总表 

 

此处填写推荐、市直或其他单位并加盖公章 

序号 单位全称 
资质主项 

及等级 
姓名 职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意：1. 理事应从会员中推荐 

2. 事业单位、院校不填写资质等级； 

      3. 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应是常用电话或手机； 

4. 电子版一并发送到通知邮箱。 

 



附件 6：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候选人推荐名单汇总表 

 

此处填写推荐、市直或其他单位并加盖公章 

序号 单位全称 
资质主项

及等级 
姓名 职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意：1、常务理事应从理事中推荐； 

2、事业单位、院校不填写资质等级； 

      3、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应是常用电话或手机； 

4、电子版一并发送到通知邮箱。 

 

 



附件 7：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第七届理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名单汇总表 

 

此处填写推荐、市直或其他单位并加盖公章 

序号 单位全称 
资质主项

及等级 
姓名 职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意：1、监事应从非理事会员中或其他行业人士中推荐； 

2、事业单位、院校不填写资质等级； 

      3、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应是常用电话或手机； 

4、电子版一并发送到通知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