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入选协会智慧工地建设咨询和评价专家库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1 卢国华 山东建筑大学 副教授

2 纪凡荣 山东建筑大学 系副主任，副教授

3 王志超
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

建筑与艺术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4 朱登元 临沂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院长

5 徐培蓁 青岛理工大学 教授

6 张振涛 中国海洋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主任助理

7 孙宏波 烟台大学 副教授

8 崔淑梅 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副教授

9 陈 慧 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副教授



10 郑召典 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副教授

11 万立华 济南市质量安全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

12 王建军 济南市城乡住房建设局 科长

13 韩 冰 济南市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14 万 睦 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 崔庆阁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处处长

16 隋永泉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处处长

17 韦 利 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分管工程管理中心主任

18 王志华（女） 天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19 葛宏翔 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质量一处副处长

20 马健勇 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科长

21 王 琮 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综合处副处长

22 姚 宏 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科员



23 张宝龙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总裁助理兼安全劳务部总经理

24 刘晓英（女）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技术部总经理

25 张 超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26 吴 蒙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总经理

27 董传芳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主 管

28 殷华兴 青岛建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9 李世宁 青岛温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30 韦风余 青岛滨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1 王修岐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总监

32 卢惠东 淄博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 质量安全监督三科科长

33 魏建林 淄博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 消防技术服务科科长

34 杨文虎 淄博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 科长

35 魏玉波 淄博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会长



36 邴 军 淄博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副秘书长

37 王大海 淄博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技术负责人

38 陈炳利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经理

39 王丙军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经理

40 翟 凯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41 赵文宇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安全主管

42 贾海鑫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总经理

43 曲福根 烟台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站 科长

44 窦海波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市住建局总工程师

45 王 超 烟台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信息保障科高级工程师

46 刘清润 烟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信息档案管理科科长

47 李海峰 招远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副主任

48 臧大青 招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副主任



49 毕祥龙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部经理

50 张业东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部总经理

51 刘春平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总经理/工程师

52 武 涛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部经理/工程师

53 崔 焱 山东寿光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54 刘海宁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兼总工程师

55 张 涛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技术部部长

56 李绘新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57 谷永彬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 秘书长

58 张 红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9 翟 勇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60 王青锋 临沂市建设安全工程质量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61 徐国庆 临沂市建设安全工程质量服务中心 副高



62 郝连强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部安全经理

63 张会军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质量安全总监

64 王庆龙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分公司生产安全部副经理

65 张文领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分公司副总工程师

66 高晓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安全总监

67 朱旭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总工程师

68 宁文忠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69 赵忠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化管理部经理

70 朱 贺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化管理部产品经理

71 窦安华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首席信息官信息化部经理

72 姜 宁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公司副经理

73 王鹏飞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中心负责人

智能研究分院副院长



74 黄运昌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质量总监

75 叩殿强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76 李朝朋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部门副经理

77 田宝吉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公司 信息化管理部部门经理

78 刘天宇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 BIM 经理

79 张 堃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BIM 中心主任

80 闫子峰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总顾问

81 李 延 中铁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监督部长

82 潘黎东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建造产品总经理

83 刘 栋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工地事业部技术副总

84 刘福光 中数慧通（青岛）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85 李塘海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济南区域经理

86 郭永恒 金钱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事处主任



87 傅 林 浪潮集团 部门经理

88 贾 燕 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副会长

89 孙 冰 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秘书长

90 韩 宇 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综合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