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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五赛一创”

劳动竞赛优胜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前后）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方圆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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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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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青房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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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开拓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永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

东营天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东营市垦利区水利工程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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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兴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寿光市圣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市汇源建安有限公司

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明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新泰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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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广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一建建设有限公司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荣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正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银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文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振华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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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冠县建筑安装总公司

山东聊建集团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冠鲁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志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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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总公司

山东华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佳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菏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丽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天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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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五赛一创”

劳动竞赛优胜个人名单

（排名不分前后）

仝传良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徐海宏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道礼 山东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蒋宗民 山东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徐保新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张学庆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任程云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田江涛 济南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王沛然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石小川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韩 旭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杨信涛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廉战胜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建华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秋晨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栾后宁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继忠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治国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岳敏 济南市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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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学 济南市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协会

张如生 济南市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协会

李 震 济南市西客站片区安置一区九-1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龚 飞 中物科创中心（二期）

薛永彬 济南平安中央商务区 B-5 地块（仁恒世纪花园）项目二期

陆 森 银丰玖玺城 A-5 地块 9#楼

冯 慧
CAR 研（山东汽车科创研发总部基地）一期-1、一期-3 施工总

承包

邹祚义 东郊饭店房地产开发项目

刘 琪 济阳妇儿医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综合体项目

刘人铭 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平台项目

郑广明 万象新天 B-7 地块一期建设项目-5 3#楼

何韶亮 融建财富时代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二期）

倪允广
高铁围合北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杨柳春风）A-3 地块一期 8号

楼

薄向国 二环西路两侧城中村改造项目枣林、小屯村民安置房项目

王淑霞 华山西片区 H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二期

李松华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尚宏树 碧桂园·公园上城

费 腾 碧桂园凤凰中心项目总承包

李晓林 济南超算中心科技园项目一期

王 昌 国际金融城南区四期房地产开发项目

刘 伟
陈东、陈西等城中村改造村民安置用房、（新东站片区安置一

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李国瑞 东城逸家房地产开发项目 4-1 号地块配套公建

王 楠 融建财富时代中心 A1-1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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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锦华
华泉万象天地 A1 地块第一期（T1 塔楼）（T1 塔楼地上，T1 塔

楼地下）

焦方信 北湖核心区西侧片区 B-2 地块安置房建设工程

徐志民
冷水沟村等四村城中村（新东站安置二区）改造村民安置用房

项目二标段

郝宪建
冷水沟村等四村城中村（新东站安置二区）改造村民安置用房

项目三标段

赵世芳
张庄村、刘庄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一、二期工程（B3/B4 地

块）

宋振华 济南历下总部商务中心 E塔、地下车库及配套第三标段

张 奎
济南市顺河快速路南延（英雄山立交至南绕城高速）

建设工程第一标段

邵 华 济南融创文化体育旅游城酒店区项目

郭志远 章丘区双山街道办事处白泉村城乡一体化项目

刘 权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赵永龙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彦林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刘建华 永平路 76 号兴义路以南项目

程瑞锋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辉朝 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工程三标段

徐 超 青岛市西海岸健康生态谷（地块一）二标段

谷维军 星河湾 3号园项目（3-7、13 号楼）

隋玉杰 疏港铁路村庄搬迁安置工程

胡爱荣
李沧区王埠、东王埠、桃园社区旧村

改造商品房 S6-3 地块

郁 勇 商务广场项目

刘 辉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公司

朱旭城 青岛招商雍华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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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希 青岛万达游艇产业园

刘金龙 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项目一标段

张 翼 黄岛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期综合病房楼

贾 杨 青岛国际院士

崔金辉 朱家洼社区安置区住宅项目

石 冰 浮山校区西院文化艺术综合楼项目

张 伟 中德生态园被动房住宅推广示范小区项目

刘广军 青岛海洋活力区北区 22#地块

聂建卫 中英生物药物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卢 亮 青岛新机场航站楼及站前高架 CE 指廊工程

张海霞 青特地铁花屿城项目

李慎祥 平度万汇碧桂园珑樾项目

吕桂飞 即墨金茂项目

田志强 小水清沟改造 E地块北区

赵永争 李沧区沔阳路 7号及周边 GB00101 地块项目

李宝林 青岛翡翠之光（A地块）及地下车库工程

陈厚洁 董家口临港产业区扩展村搬迁安置工程

常 平 海信学校初中部

孙忠伟 青岛平建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徐福亮 青岛海洋活力区项目北区 22#地块工程

秦 琪
御墅临峰一标段、三标段 18#-32#、商业及配套用房、地下车库

工程

王 臻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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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远忠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公责任公司

王长城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韩澎涛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翟 凯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贺安生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卫东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王 涛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邱慎收 山东孝水建设有限公司

王维杰 山东欣欣园置业有限公司

苏元伟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梅玉庚 淄博盛世建安有限公司

朱伯斌 山东鑫炬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明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花枝 天煜九峯小区 1-A#、1-B#、2#、3#、5#-12#、15#楼，地下车库

赵洪标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文昌馨苑四期 B区 9#、10#、12#-15#

住宅楼及 2#地下车库、公建

武宝林
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彭家村

旧村改造工程 13#楼

张良宁 悦来城 1#2#3#6#住宅楼

王 洋 齐润花园 20#、21#住宅楼

张 刚 淄博火车站南广场片区安置房北地块棚户区还迁项目

焦玉杰 山东山博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精控微电机智能化生产厂房

巩秀香 尚园住宅小区 1#、13#、15#住宅楼

徐晓波 水韵康庭四期 57#58#住宅楼、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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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莹
中国船舶国防动力电源产业园建设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

王允峰 图文信息中心

王 霞
东方紫郡 19#、22#—24#、26#—29#楼

及附属地下车库

王纪红
鼎成环球港文旅项目（一期）1#楼、2#楼、

3#住宅楼、4#住宅楼、一期地下车库

胡安峰 淄博经济开发区北郊镇仇套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标段二

李功平 山东东岳膜工程研发中心项目研发中心一期

张龙
天煜风华一期 3#、5#、5-1#、6#、6-1#、7#、8#、10#、11#、

13#、15#、17#、18#、26#楼一期地下车库 2标段

吴会颖
沙岭子社区改造项目（学府雅苑）

14#-17#、27#、28#楼

王上国 张店东部化工区污水处理厂项目

朱建宇
颐泽花园南区三期 33#~36#住宅楼配套商业、

公建及地下车库工程

巩树波
淄博雄狮布业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 SMMS

无纺布项目 1#、2#车间

常玉城
齐鲁国际塑化城二期 1#楼、2#—5#住宅楼、

一标段地下车库

王 波
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董家村旧村改造项目（二期）12#13#、20#

住宅楼、幼儿园、地下车库及沿街商业 1#、2#、3#楼

王 刚 国信国际公馆 30#、36#、47#、54#、60#、65#楼

李 明 商务中心金带工程建设项目（标段一）

张胜宝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 浩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钟 正 山东枣庄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杜 政 安侨学府美郡

赵修磊 山东永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沛申 山东永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于 洋 山东枣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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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昭平
中央储备粮枣庄市直库有限公司

粮食仓储物流项目工程

刘 涛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

张士岭 山东德标建设有限公司

李宇峰
年产 4.08 亿平方米动力锂离子

电池隔膜生产线项目之厂房及配套设施

宋振华
大官庄棚户区（富翔庄园）住宅小

区二期工程

刘金泉
滕州保利海德佳园·和园

（C区）二、四组团

马水鸿 玉兰花园南区住宅小区一期工程

姚莎莎
枣庄科教创新示范园（一期）A-3 地块

产教研发中心二及科研办公楼工程

张显威
和顺老街步行街（燕庄街片区和东顺路片区）

棚改安置房项目一期工程 C区 1#-5#楼及地下车库

冯宝升
枣庄市薛城区水发澜悦凤城

13#、16#、19#楼及地下车库项目

杨振鲁 水辰·君悦府三标段

王家斌
滕州市河阳路北侧区域改造

（供销.兰园）工程施工三标段

闫文国 烟台开发区 C-5 住宅小区 C区工程

姜爱国 峰山水库周边地块起步区安置房项目（一标段）

宋海山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建筑安装分公司

于丽强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建筑安装分公司

宋立光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公司

鲁 强 旭家国际双星三区新建工程

宋 健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陈吉光 烟台华润中心南部商务办公楼项目

刘振林 城发城市广场项目

马新营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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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明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 琪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魏庆刚
三滩 1号 A地块 A6、A9、A10、A11 住宅楼及

1#车库（一期）

傅海明 蓬莱瀛海大厦

盛善义 烟台港西港区单身职工宿舍区工程

张善生 天傲·中央名都 8#、10#、12#楼及地下车库

赵 宇
中海知孚里小区 1#-3#住宅楼、4#楼、5#-8#

住宅楼幼儿园及地下车库

朱年国 御璟园住宅小区一期 1-8#楼及地下车库

戚永胜 盈科品园小区 1#~9#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战智芹 烟台大学实验中心

牛佐玉 莱州市中医医院国医馆项目

赵 龙
万科·城市之光二期 20#住宅楼、21#、22#商住楼、

H-6#商业及地下车库一 2.2 标段

李延磊
孔家滩旧村改造（万科·翡翠大道）17#18#21#23#24#40#41#住

宅楼及部分 1#地下车库

柯建民
金地浅山艺境）6#-8#、11#、12#、15#、16#、18#、19#楼、

S1#、S2#、S3#商业及南区地下车库（21 轴-22 轴）

任志城
国泰海韵华府（于家滩预留经济发展用地）

B地块综合商业

于卫强
塔山南路（通世南路-竹林南路段）市政工程施工（二标段：山

海路至胜利路市政工程施工）

康金作 烟台市民休闲公园工程

王建港
金地浅山艺境 A地块 1-13#、16#、

17#B 地块 19-24#二期工程

李永昂
烟台恒大海上帝景项目 2#、3#、6#、

7#、10#、11#、12#、14#楼

李炳明
富邦华府小区 5-8#商住楼、10#商业楼

及地下车库

齐好贤 山东省寿光市圣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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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刚 山东省寿光市圣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增辉 潍坊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任庆德 潍坊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业东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海涛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绘新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魏学升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褚乃东 山东兴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立强 山东兴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军伟 山东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乔晓光 山东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晋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广钶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邢尧尧 高创·水岸蓝湾二期（鲍庄片区）11#、15#、16#商住楼

王春国 健康八号 28#、29#、32#、33#、34#、35#、38#、39#楼

宋中峰 潍坊高新区未来实验教育综合体一期项目

尹进强 柒星国际 3#住宅楼

孙金星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教学科研病房综合楼

赵 彪 广文苑小区二期 14#楼

金小龙 健康八号 19#、23#楼

陈居铮 滨城基金大厦

张文帅 昌乐县金都片区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 1#2#住宅楼、3#4#商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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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发 临朐县人民医院东院（二期）医疗综合楼

刘海霞 华邦旭馨园 B 区 1#-10#楼 1#2#商业楼及地下车库

陈凯凯 泽信·云筑（南区）8#商住楼

赵立强 高层住宅楼 11#（湖畔樾山）

马 超 置地公馆 2 号院 2#楼及地下车库

吴国涛 山东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基地三期 1#、2#楼

王兆毅 恒大名都 5#、6#、7#住宅楼、12#商住楼

韩占利 邑城首府 15#住宅楼

张 赛 祥和小镇项目

呼聚堂 锦绣花园 C 区 1#-3#、6#-11#楼及地下车库

张晓峰
寿光市基础教育示范基地初中部室内教学及学生

住宿区项目初中宿舍楼

刘丁刚

歌尔绿城项目 501 号住宅楼、歌尔绿城项目 502 号住宅楼、歌尔

绿城项目 503 号住宅楼、歌尔绿城项目 505 号住宅楼、歌尔绿城

项目 506 号住宅楼、歌尔绿城项目 507 号住宅楼、歌尔绿城项目

6 号地下车库

杨世生 临朐县蒋峪镇蒋峪初级中学教学楼

张 琳 鲁丰·盛世华庭一期

张 红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崔保贺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祝清振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福建 济宁市圣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潘海涛 元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良顺 山东启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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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涛 山东华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宜灏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付星文 元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尚海根 山东鸿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 彦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翟 勇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田海滨 济宁市汇源建安有限公司

邓元滕 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张 亮 济宁北湖度假区东北片区棚户区改造 2# 地块（住宅）二标段

朱玉峰 华硕•天韵住宅小区 3#、7#住宅楼工程

李会龙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中心项目

张治诚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红星校区建设项目

王良绪 汶上县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及养老中心一期

王 强
太白湖新区西北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3#地块）建设工程

项目第一标段

张命贵 任城区李营张马杨中学

吴伟锋 都市豪庭三期工程 20—23#楼、地下车库

马海涛 济宁运河佳园怡居新城 24#、25#楼

王庆贵 泗水县中医医院综合楼建设项目

梁奉建 太白湖新区西北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2#地块 B片区）二标段

刘庆明 济宁学院学生生活组团项目 1标段 7#楼学生公寓

王 勇 梁山县棚户区改造（惠馨苑小区）建设项目

张红星 汶上县华翔·玉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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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功 圣地电力智能产业园 I期研发中心及配套设施工程

伏永发 融创济宁府 B、D地块项目

尹小山 天圳·四季城项目

孙丽玢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邓兴刚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强林林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郑西军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滕尚宏 新泰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 刚 新泰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 新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衍忠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西国 山东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晓东 山东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商昌探 山东广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 斌 山东广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 辉 肥城市春泽锦苑 2#5#6#7#及地下车库项目

马光明 好客国际 1#商业商务办公及配套公建楼、地下车库工程项目

尹佐峰
财源居回迁小区 5#6#楼、C楼、D楼、H楼和 1、3#地下车库工

程

马庆国 新泰·大溪地现代城二期项目第一标段

高 庆 新华·学府上园 6#-12#、15#住宅楼

张东宁 华新新干线四期 10#-15#住宅楼、垃圾站及地下车库工程

侯延波 海普·凤凰城 C区 C-3#-C-6#住宅楼、地下车库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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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利 新泰市东城田园第一园 9#楼

王思岩
东平国仕山（棚户区改造）二期 1#、2#商住楼、沿街商业楼及

地下车库

段 豪 山东特变·世纪广场二期总包二标段工程

王明康 建工桃园大厦建设项目

白正茂 泰安吾悦广场项目住宅地块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

石高华 泰安金融商务区 B3 地块项目

辛培俊 泰安市岱岳区棚户区住房改造工程天平街道卧牛社区项目

屈晓腾 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实训楼

于延宝 城建·澜庭 2#住宅楼及附属

刘 伟 东平县锦悦府居住区 1#、2#楼地下车库及物业管理中心

田忠刚 泰安徐家楼棚户区改造项目

冀党恩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雪强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华鹏 保集•蓝郡

汪 昭 乳山市实验学校新建工程

邓高杰 威海正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刘华杰
正弘山语项目 1＃、2＃、7-11＃、15-17＃楼、

8A、9A、10A、16A 及地下车库 16D

王亚晨 威海市银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林 猛 威海市文城 t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 明 威海市文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曲言乐 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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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高 威海市鸿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林向丰 蓝湾公馆 1-8#住宅楼及地下车库

邹朝松 大尚逸龙湾小区

于志波 明辰·湖畔田园

丛 浩 华瀚大湖公馆 G-2、地下车库 P(G-2 楼部分）

崔军涛 五洲太阳城天鸽园二期 9-13#楼及地下车库 1工程

谷德刚 威海市银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于卫松 威海威高建设有限公司

刘 飞
神道口旧村改造（南区商品房二期）A24#-A28#楼、G1-1#楼、

门卫房、地下车库工程

刘晓宏
浪琴湾（多元城市广场项目）一期一标段

王翰玉 威海逍遥湾国际商务酒店工程

侯成阳 威海滨海新城爱于渠崖棚户区改造工程 A区

费 伟 日照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滕召杰 日照利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旭伟 日照天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孔令轮 东海·清和园 58#62#63#65#67#68#69#70#72#楼

李 勇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纪守涛 平原县星空喜园 C地块 2#5#6#8#楼

管 迪 齐河财富中心

王传林 德州古运新城三期棚户区改造项目（首期）2标段

刘 峰 德百玫瑰园公馆 A1#-A18#楼、会所、门卫、A区地下车库

方建辉 东海·清和园 58#62#63#65#67#68#69#70#7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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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子豪 庆云县碧水雅居住宅小区

李华刚 中、东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

成 军 禹城东岳·翰林院 9#10#住宅楼及地下车库

徐辑涛 宏宇城 9#13#楼

侯青昊
乐陵德百玫瑰园 A区 B段项目

德州嘉城东郡 A区三期 A07#楼及地下车库工程

冯彦秀 聊城市龙豪建筑工程工程有限公司

薛洪刚 聊城市龙豪建筑工程工程有限公司

刘化民 设计创意产业园·东昌府邸 1#办公楼、2#办公商业楼

么俊武 山东省冠县建筑安装总公司

巩龙广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孙永华 阳谷县侨润振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北徐小区）工程

许学强 盛世天湖 3#地块（盛世·御水城）项目）

宋延伟 星光和园 9#-10#、12#-20#楼

陈培杰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黄福彪 东昌天悦 2#、3#、4#、7#、8#住宅楼

姜少滨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国 光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杨 帆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刘明才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李建伟 山东聊建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田广迎 聊城市龙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柴春强 聊城市龙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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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俊周 山东省冠县建筑安装总公司

扈书杰 冠县清泉一品 17#、21#、22#楼

王宗丽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方俊荣 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兹燕华 茌平锦绣·翡翠城项目

赵景红 金龍·怡心园（陈屯片区棚户区改造）C区 1#3#楼及车库

糜行涛 裕昌·聊城国际金融中心 A区 1#3#5#楼及地下车库

程玉芹 阿尔卡地亚北区 A1 地块 17#、18#、19#住宅楼及地下车库

赵金娥 临清市安竣元仓小区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

马振龙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青 奥正诚园（A区）工程

于海洋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危士成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泽海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宝洋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洪生 沂南县档案馆

王振国 山东东方佳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晁兆国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总公司

马祥敬
江泉国际三期 28#29#32#35#36#住宅楼、社区服务中心及地下车

库

曹金梅 龙海国际二期 11#住宅楼、12#商住楼及地下车库

王吉峰 山东华建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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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政 东方君御三期 A19#住宅楼

张淑湘 祥和家园三期 C-1、C-2、地下车库及幼儿园配套用房楼

王瑞强 临沂市兰山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

张海国 兰陵县人民医院东医疗区建设项目

陈洪俊 山东临沂国际生命健康城

李文远 城开东岸项目 15#商务楼工程

刘敬孝 掌舵龙湖一期

赵德华 一方中心项目

王文利 开元鑫诚棚户区改造 2#住宅楼

李 艳 兴沂御府

鲁志强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陈家老窝

社区二期 1#-3#住宅楼

朱孟强 景钰嘉园东区 19#商住楼

蒋宏斌 城建未来城项目 33#34#楼

皮兴营 蒙阴第三中学云蒙校区改造工程

徐志强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进亮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袁东华 山东丽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唐立丰 山东丽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晁祥坤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程虹森 山东鲁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贾国良 天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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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存运 天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景涛 郭庄碧桂园 6#7#8#楼

吴言增 郓城县丽水湖.梧桐苑商住小区建设项目 9#10#11#楼

李广运 襄政华府一期（单体）一标段建设项目

邱凤玲 菏泽鲁商凤凰城 10#楼

朱 青 菏泽市融邦.中山苑 A#楼

乔庆洲 东明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外迁安置工程 1#—21#楼

李卫民 曹县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及配套地下车库地下功能用房

吕刚信 菏泽市展览中心

刘 鹏
鄄城县人民医院医养结合综合项目一期（养老康复中心、车库

二区、营养食堂）

黄灯红 菏泽将军苑住宅小区二期三标段

欧阳启明 单县中心医院内科综合楼

郝方晓 上海现代城西区 2#楼工程

商胜安
郓城统汇 凤凰城 B区 10#-13#、15-17#、

神州大厦商住楼工程

孙德城 博鳌（山东）大厦项目

王安静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旭东 济南综合保税区工业厂房项目

王海乐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邓保龙 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平台项目

冯国森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文东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孙旭堂 莱芜东升社区安置区棚改项目 B区 1、2、3、4、5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