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度山东省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劳动竞赛
成绩名单

一、施工总承包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徐道厂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苑艺林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梁荣建 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 何韶亮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甄西东 山东汇友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6 孔祥博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周世亮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8 毕于波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9 杨永杰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10 王宪刚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 杨荣荣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李传彬 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 张波洋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4 刘永奇 济南四建集团智能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 徐家旺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 顾学良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17 姜明向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田知永 山东顺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9 张献涛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 蔡传远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1 郭鹏飞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肖云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23 刘兴路 山东天拓建设有限公司

24 顾启海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25 周先鹤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唐志勃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27 龚  飞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8 郭剑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29 周永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 徐辉朝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31 林积雷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32 杨培金 威海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3 王德福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34 杨自统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 伊功善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36 王俊钢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 张正 山东冠鲁置业有限公司

38 孙慧杰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39 张秀峰 金瀚建设有限公司

40 高 琪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1 段建春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42 穆章龙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3 刘洪生 山东志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4 谢元响 山东省水利工程局有限公司

45 陈斌 山东汇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张召永 山东顺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47 田冰洁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赵志璞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49 陈庆 潍坊科技学院建筑安装公司

50 陈伟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1 郭建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2 翟玉军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3 李新璐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4 任全刚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5 吕志伟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56 于恒福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57 张文静 济南市市政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8 丁锐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59 刘建华 青岛东建建设有限公司

60 孙永生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1 樊有峰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2 李洪宾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63 郭庆胜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4 付万里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65 王新民 山东汇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 王学军 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

67 薛鹏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王殿英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69 陈成欣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70 李绪进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71 骆东亮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72 刘人铭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73 王兴磊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4 梁  超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75 张寒松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6 田文拯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7 赵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8 吴秀宾 山东恒祥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79 王金伟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80 杨桂连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1 李永利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82 冷明亮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83 郭贤忠 山东金泰建设有限公司

84 姜海涛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85 闫绪甲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6 李建伟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7 王猛猛 山东临沂水利工程总公司

88 李  彦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刘博 山东省水利工程局有限公司

90 潘合斌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91 辛剑一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2 陈佑童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93 赵文涛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4 胡  磊 山东金泰建设有限公司

95 程岗 潍坊市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96 孙积森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97 袁克记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 张强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99 魏强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 王亮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01 王学东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102 刘文生 山东格瑞特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103 赵新河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4 陈佳荣 山东大禹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5 马永收 山东大禹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6 房玉斌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7 吴士兵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8 刘汉进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109 董栋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10 孙晓龙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11 张修建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2 张明华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113 付用坤 山东临沂水利工程总公司

114 徐玉强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115 翟恒宇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6 焦鹏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7 白燕峰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118 周大勇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119 朱勇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0 丁风宝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1 崔金辉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2 王介利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3 赵银宗 山东冠世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24 王文华 临朐县兴隆建安有限公司

125 刘少志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126 孙章华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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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王永强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8 赵强强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9 王桂岩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0 吴东兴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131 孙强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2 张  强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133 魏胜鑫 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134 董海涛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35 李朝营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6 陈庆军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137 徐相永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8 刘元鹰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39 张茂军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140 李恩平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41 于国帅 金瀚建设有限公司

142 王海军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143 潘若涛 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44 徐庆符 山东京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45 吕刚信 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6 赵志起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47 魏光会 山东中宝置业有限公司

148 殷昭平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9 赵红泉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50 张春景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1 邱凤玲 山东鲁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52 袁鹏 威海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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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宋吉锋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4 陈俊 山东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5 张朋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6 陈德勇 山东九强集团有限公司

157 邵伟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8 张立业 莱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9 王军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 张宜灏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1 庄步民 山东志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62 张务华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63 谷  明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164 于洋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5 曲国华 烟建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66 苑中宁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

167 孙旭堂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68 蒋  奎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169 陈德生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170 王跃飞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1 魏海峰 日照三磊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72 朱华 山东宏大置业有限公司

173 鲍美红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74 黄树利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175 段仕伟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176 王姚姚 青岛中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7 徐洪春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8 张建华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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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郑金洋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0 宋瑞文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1 韩承松 兰陵县大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2 赵忠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183 武传雷 济南铸诚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4 易宏跃 青岛方圆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5 吕志君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6 盖江涛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7 张东明 山东临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8 张春阳 山东恒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9 姚丙良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190 夏凯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191 张杰 山东荣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92 陈长华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193 刘延伟 山东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4 李功平 山东开拓建设有限公司

195 齐  斌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196 逯与建 山东菏建白云建筑有限公司

197 董现珍 山东浩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8 徐剑 山东恒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9 辛茂杰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 贾木兴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201 杜政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02 盛善义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3 贺湘安 烟建集团第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04 傅传良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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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李金军 潍坊市华夏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206 尚文恩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7 苏亚楠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8 汤长续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9 高庆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10 黄泽锋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第二有限公司

211 钟正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12 王玉翠 新泰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13 宋立强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4 郁  勇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215 刘赠忠 青岛东建建设有限公司

216 郭立祥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217 赵修磊 山东永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8 杨定林 山东金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9 李宗清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220 张伟 山东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1 祝清振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2 徐丽丽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3 秦振军 山东浩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24 苏小莲 山东宝鼎建设有限公司

225 孙延安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

226 张晓峰 山东省寿光市圣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7 张旭伟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

228 潘凤高 山东聊建现代建设有限公司

229 田海滨 济宁市汇源建安有限公司

230 刘荣刚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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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陈文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32 李沛申 山东永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3 李贞亮 山东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4 张海涛 青岛中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5 龙洋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

236 周洪彩 潍坊市华夏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237 庞加龙 胜利油田新邦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38 李佳齐 山东水总有限公司

239 周国强 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工程专业承包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卜祥才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 李治强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 李云芳 山东天元尚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 武传海 山东金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 宋永凯 山东鸢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 周鹏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万志忠 山东恒远装饰设计工程

8 张亮 嘉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魏德红 嘉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李景军 万旭宏业集团有限公司

11 安伟平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史玉才 海润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 王忠洪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14 张峰 济南四建集团智能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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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森 山东鸢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6 朱文英 山东海瑞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7 宋静 山东博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8 张冲 山东万得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9 郭述明 山东万得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 张鹏 山东海瑞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1 滕召江 山东恒远装饰设计工程

22 单同州 海润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代连臣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24 吴考忠 青岛金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5 苏延伟 山东南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高泽英 山东省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27 张洪宝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装饰装璜有限公司

28 薛德峰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9 张光东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 张广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1 惠晓怡 山东万得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2 高志丹 山东福缘来装饰有限公司

33 豆庆光 山东津单幕墙有限公司

34 邴海宁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卢文奇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 李昌祥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装饰装璜有限公司

37 杨慎伟 山东津单幕墙有限公司

38 栾海明 潍坊建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9 宋帅帅 山东博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0 安尉 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41 于晓明 乳山市正华装饰有限公司

42 董晓辉 山东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43 王兴宾 山东弘阳集团有限公司

44 裴演方 济南金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5 张永生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吕克伟 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47 孙晓鑫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8 毛磊 山东乔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 张娜娜 山东福缘来装饰有限公司

50 宋道军 万旭宏业集团有限公司

51 郭振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52 马辉 乳山市正华装饰有限公司

53 卢俊霞 山东科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 张朋主 山东乔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5 董岩 山东国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6 吴新灵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57 赵君 济南鸿腾实业有限公司

58 王静静 济南鸿腾实业有限公司

59 袁正超 山东科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 刘敬敬 山东国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1 刘迎军 青岛建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62 张宏宇 济南金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