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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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东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唯一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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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天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东营天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永胜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正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冠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聊城市龙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鸿基鼎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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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方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丽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山东分局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建工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瑞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大学培训中心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平建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鑫炬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青县建筑安装总公司 

滕州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公司 

山东滕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 

东营市天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金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凯泽建筑有限公司 

山东瑞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石化胜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万达建安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黄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昌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霖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中允建设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科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道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市华夏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兴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高密市广安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科技学院建筑安装公司 

山东省寿光市圣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朐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临朐县兴隆建安有限公司 

潍坊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建宏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华诚工程咨询监理公司 

安丘市华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寿光市清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三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元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鱼台县清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显通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华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天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震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市崮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正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日照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利华建筑有限公司 

山东国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莱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莱芜凤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冠鲁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旗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振华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正泰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现代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元辰建设有限公司 

聊城九洲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 

滨州通联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盛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曹县建安集团工程总公司 

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央企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 

济南盛威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山东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宇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普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营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中建众力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山东大汉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众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建院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英泰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贝特建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昌隆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济南奇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永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金厦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济南市人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公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衡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中建物资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四建集团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槐荫电器开关厂 

山东长泰建设集团云起电气有限公司 

济南振兴成套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杰瑞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济南鑫磊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三强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建工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东泉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济南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建院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城建工程集团公司 

山东恒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东高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滨商化纤有限公司 

济南申中发成套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耕泰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誉华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兴达成套电器有限公司 

济南槐荫新富源电器厂 

济南天恒成套电器有限公司 

莱芜市鑫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钢城区忠才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莱芜市正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莱芜市宏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东高博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山东中宝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 



青岛中建联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荣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中筑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明珠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青岛广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五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青岛东方监理有限公司 

青岛东建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中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万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亿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建通浩源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滨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康太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一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中惠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成旭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昊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一林祥泰科贸有限公司 

青岛虹海建设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盛世恒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鑫众泰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明天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青岛正泰建安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志欣盛电控器材有限公司 

青岛盛昌电器有限公司 

青岛鑫泰基业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盛世恒绳网有限公司 

青岛英纳特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宏泰配电箱有限公司 

青岛美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淄博 

山东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开拓建设有限公司  



淄博恒昌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元亨利贞建设有限公司 

淄博永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颐恒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万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清河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联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方正建工有限公司 

淄博嘉隆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朱台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泰建设有限公司 

高青县田兴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桓台县新城永泰电器设备厂 

淄博恩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机械设备租赁分公司 

山东万鑫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新亿电器有限公司 

桓台县果里镇渔洋电器设备厂 

淄博市桓台兴华电器开关厂 



桓台县新城镇安瑞电器设备厂 

山东大方电气有限公司 

桓台县汇新电器设备厂 

桓台县索镇世博电器厂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枣庄 

山东永福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富祥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市金长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枣庄华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滕州市华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滕州市安居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滕州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山东华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市工程建设监理技术服务中心 

枣庄市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滕州市城郊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枣庄中汇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东营 



东营市建设工程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东营宏业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东营市东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鲁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金达源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乐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峰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垦利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东昊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东营市至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东营市自来水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山东宝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东营华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海川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天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新博建设有限公司 

伟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科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东营金宇科技有限公司 

广饶县电器开关厂 



东营市变压器厂在有限公司 

 

烟台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市永兴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佳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金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创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平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泰鸿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惠成实业有限公司 

烟台金海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金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工程建设第一监理有限公司 

莱阳盛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莱州市西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泰鸿置业有限公司 

烟台金润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烟台浩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通顺电器有限公司 

烟台宏绪兆基商贸有限公司 

烟台市先锋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烟建集团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中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莱山区初家办事处友信开关厂 

烟台天源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南洋电器有限公司 

烟台华德电器有限公司 

烟台泓雄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佳龙塑胶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烟台新乾电气有限公司 

 

潍坊 

寿光市房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智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市万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威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蓝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市天元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寿光恒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天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潍坊鼎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金键建设有限公司 

潍坊广立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青州广大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寿光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山东三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寿光市恒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东宇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高密市宏宇建业有限公司  

潍坊元泰建筑有限公司 

潍坊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经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华惠建设有限公司  

潍坊金德瑞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寿光市奥星电器有限公司 

潍坊鸿泰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省华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济宁 



山东东方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天润方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泗水昌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济宁市圣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济宁市兴业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爬架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市圣大机电有限公司 

济宁兖州区一开电器有限公司 

济宁双胜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济宁德利建筑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济宁市鸿泰建筑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金乡县恒利电气有限公司 

 

泰安 

泰安瑞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东平县清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肥城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泰安市正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泰安市泰山区海润配电柜制造中心 

泰安市宏大建筑安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新泰市新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新泰市汶城建筑工程公司 

新泰市新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泰安市正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肥城安达电器有限公司 

泰安市新星电器有限公司 

泰安市强能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新泰市建筑机械厂 

泰安市巨能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威海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同鑫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 

威海市顺鑫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  

 威海晓明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日照 

日照阳光正大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平安织网有限公司 

莒县宏润电器有限公司 

莒县柯豪工贸有限公司 

日照科珠电气有限公司 

日照市鑫安电器有限公司 



日照市星斗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聚兴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连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临沂 

山东东方佳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临沂阳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临沭县金明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正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总公司 

临沂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工程建设监理处 

蒙阴建安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兰陵县大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平邑县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正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市华厦城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天元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临沂市誉和建筑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临沂益电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临沂永安电器开关有限公司 

山东新港模板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郎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 

山东地鑫实业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联兴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佰汇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庆云县建筑工程公司  

德州市广厦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乐陵市顺达建筑有限公司 

德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临邑县鑫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汇洋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德州市大鼎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德州宏泽电器有限公司 

德州奥恒工贸有限公司 

夏津县永通电器厂 

山东省德州申通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恒运电器有限公司 

夏津县恒通电器有限公司 



禹城市远见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德州市齐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宁津县鲁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聊城  

高唐起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承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第八建设有限公司 

聊城宏运建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聊城市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集团聊城明新建筑有限公司 

茌平县茌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安信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方成建设有限公司 

聊城市华宏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冠县住宅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聊城中信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冠县建筑安装总公司 

临清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阳谷县东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聊城市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聊城市华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聊城金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聊城天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唐县金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冠县铁安绳网有限公司 

聊城市祥和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安信电气有限公司 

 

滨州 

惠民金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滨州金汇网业有限公司 

滨州双保绳网有限公司 

滨州市中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阳信城建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高新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滨州市建设工程监理处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通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市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山东滨州盛豪水利建安有限公司 

山东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无棣县建筑公司 

无棣县基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阳信县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博兴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博兴县欣锦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永胜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惠民辉腾网业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鲁鹏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十五中学福利电器厂 

山东滨州恒顺网业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茂盛化纤有限公司 

滨州祥亮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华越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泉宏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滨州聚赢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滨州宏愿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滨州市博兴县博昌办事处鲁班配电箱厂 

山东滨州红叶网业有限公司 

滨州永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滨州科宇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巨成化纤绳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金冠网具有限公司 



滨州安惠绳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成祥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滨州市恒威电器有限公司 

山东无棣海丰电缆有限公司 

滨州英姿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大汉网厂 

 

菏泽 

山东启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曹县鸿安建筑有限公司  

山东方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省外 

无锡市小天鹅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盛卓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苏安电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市天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星河人施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正隆电器有限公司 

申锡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九州安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强恒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爱德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骅市昌达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新华电缆厂 

常州宝一机电有限公司 

廊坊兴河工业有限公司 

华勤线缆有限公司 

上海格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华瑞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洪杰建筑有限公司 

河北恒大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轩正电气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区吉安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达蒙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东大建筑装备有限公司 

乐清市博客电器厂 

浙江固华脚手架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中天机械有限公司 

利百加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