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四优”入选名单

公    示

2018-2019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四优”选树工作经过了申报、专家

评审、合议、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和复审等合规程序，初评出建筑业135

家优秀企业、111名优秀企业家、90名优秀总工程师、438名优秀项目经

理，现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9月25日-9月29日，共5天。公示期间有任

何问题请及时向秘书处反映。

联 系 人：李胜琴      

联系电话：85353082

邮    箱：9078332@qq.com

  

附：“四优”复审合格名单

武汉建筑业协会

2020年9月25日



2018-2019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优秀企业复审合格名单
（共135家）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天蝎建筑装备有限公司

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中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武汉市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宸峰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新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傅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

怡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中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世纪千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天钢鼎成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天衡工程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紫菘南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罡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天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创领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晟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谦诚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沼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青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汇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楚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泽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信义兄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中煤江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第五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新硚建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洽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锐鑫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睿建设有限公司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木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立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中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贸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成科创基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恒昊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市德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华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天鑫山江建设有限公司

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兄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青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工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中恒健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北永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天邑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邱氏（湖北）涂料有限公司

中德华建（北京）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烽火平安智能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中科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恒信德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中钰华宸实业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优秀企业家复审合格名单
（共111名）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彭骏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毛军

武汉天蝎建筑装备有限公司 常彤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成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孔军豪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刘祖雄

湖北中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贺新怡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宝琳

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晏新安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东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欧阳超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宋占江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刘辉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钱涛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华彪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乐毅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一龙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建文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孙志宏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王吉连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舒建辉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惠忠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吉江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道军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冷钢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 朱新民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朱立新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倪良建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江桥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汪学武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海涛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操经伟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李彦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虞志鹏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锡高

楚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树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陈常青

武汉中晟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金雄鹰

中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施锐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阳万成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鹤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松球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侯国发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朱明发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元鑫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陶成钢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吴昊

湖北宸峰建设有限公司 罗先照

武汉吉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晏涛平

怡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堂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郑国云

湖北中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安国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利崇

湖北天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明东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柯刚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尹向阳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俊俊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军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孙金林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徐国强

创领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邓小琴

湖北青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鹏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柯光华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江建喜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陈淼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钟明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王旭

武汉谦诚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克诚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叶佳斌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吴海兵

武汉市武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晟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镇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张明凯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锦雄

湖北信义兄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东林

湖北锐鑫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陈锐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马秋平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童建明

武汉中泽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彭启运

江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国瑞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福元

武汉木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陶鸣勇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肖登峰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邓在洲

湖北洽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术

湖北工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肖仲华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刘磊

湖北中睿建设有限公司 余红斌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张剑

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王雁然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方驰

大成科创基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叶丽华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陈实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国金

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保琪

武汉万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葛争争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姚科海

武汉青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用权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任栋梁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李刚

武汉贸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佘后华

湖北中恒健技术有限公司 朱家国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夏胜欢

邱氏（湖北）涂料有限公司 郑才丽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章杰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传名

天邑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何孝元

中德华建（北京）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汪建新

湖北新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赵刚

武汉汇科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胡颖

湖北和宸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邱建明

2018-2019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优秀总工程师复审合格名单
（共90名）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秋明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祥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涛涛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耀林

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安发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刚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蒋本俊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俊鹏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志勇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曾德伟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吴传国

武汉天蝎建筑装备有限公司 徐伟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晨阳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苏琦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刘瑟辉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孙合

湖北中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贺新顺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黄易平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刘曙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郭继舟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朱红明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东华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饶清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刘文强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俊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 户俊

湖北新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刘松

武汉吉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义平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姜宗亮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雷振华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秋权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汪小东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义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波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詹海波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王芳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剑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尹奎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利剑



武汉中晟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曹芳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年球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曹先中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许继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涛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刘江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喻胜德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荆武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杜红杰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汪定国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魏伟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玉成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胡海云

怡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广宏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凌树阳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涌江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治耀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李金生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曾君

湖北青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鹏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宝华

湖北新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胡修川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曾纪文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王建军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魏金球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平华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游峥嵘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李锡银

江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叶启华

楚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杰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振东

湖北沼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啟加

湖北中睿建设有限公司 方文辉

武汉市武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晓娟

湖北宸峰建设有限公司 罗星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严阳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殷玉华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杨世华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易高锋

湖北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姜建明

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徐俊

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程仁杰

创领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邓涛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孙继平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霍建华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邹华斌

武汉汇科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陈琴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冰

武汉恒信德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陈新

邱氏（湖北）涂料有限公司 谢荣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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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新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管小攀

湖北新菱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邱令建

武汉吉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俊

武汉吉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漆攀

武汉吉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永红

武汉天蝎建筑装备有限公司 潘呈杨

湖北中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强加栋

湖北中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金明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朱厚林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王炜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陶元新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鹤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潘云桥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胡春桥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付强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黄功胜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周明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圣建华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邓继伟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段克勇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娟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伟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熊英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凯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强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勇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刚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晓群

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戈德生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慰临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耀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新建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群建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吴克胜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聂群安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定杰

武汉雅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洪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唐国涛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玉峰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友才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倪少东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舒飞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乃斌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民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友明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金华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詹必强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超恒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志兵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辉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舒怀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邹勇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四平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慧林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武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祝良红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拓守俭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叶娟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阎进诚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先进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方波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煌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吴敏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隆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敬平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唐家齐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涛涛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韩裕山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静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胡道敏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麒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治国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童涛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家磊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袁云林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毛卫红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峻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平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毛卫华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飞雄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传令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双枝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慧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朱常胜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胡俊雄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李磊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梅浩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纪成成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李晖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姜昊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陈鸣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陈前钦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高晟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陈军华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文志勇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华夏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刘非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波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辉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付旭东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许弟勇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巍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冰洁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晶晶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胡静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小燕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肖三秀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曾君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严丽娟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彭安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周瑜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年祥

怡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白志鹤

怡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红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强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雄文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大治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杨忠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成建新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沈林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张耀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姬周强

湖北天宇泓源建设有限公司 刘勇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黎明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开响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行德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亮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双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燕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治国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勇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付自强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叶金林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万鹏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桂传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澎凯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剑文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廖华勇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陈荣国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王亚南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陈绪仁

湖北兄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健

湖北兄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吴国忠

湖北兄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才彬

湖北兄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邹敏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李帅

楚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凡

楚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红琴

湖北青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涂希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天宇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兆德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戴俊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秦军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王甫祥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沈发林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袁爱兵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翔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新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廖峰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范红映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传喜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洁英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邹长锋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铁托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兴力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正启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祥安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慧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灵

中天建设集团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韩旭

中天建设集团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丁超

中天建设集团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罗高敏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汪鲁胜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新跃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海维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胜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厉霞君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杨照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陈锋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夏顺生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垒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光洪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卫民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平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潘航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强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宋建国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伟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贾保正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袁宇峰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绪智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传维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晓江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波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宁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邱常菊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钱勇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攀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蔡威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建文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承勇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邓安国

湖北沼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熊道山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姚科银

武汉紫菘南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游泽友

武汉紫菘南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春

湖北中睿建设有限公司 汪志红

湖北中睿建设有限公司 余红斌

湖北中睿建设有限公司 陈修云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卫星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锦添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明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余建兵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勇刚

武汉市武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喻正军

武汉市武昌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范南征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宝林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群英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李广栋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刘林涛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杨灿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朱宝和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俊卓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闫松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周厚才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高健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宁宏伟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郑仁贵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谢平贵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唐圣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杨久林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刘晟杰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陈龙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陈金宝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赵阳松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王勇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刘进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李先明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赵保华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王连想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所明义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冯军声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李胜涛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周军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洪涛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胡志啟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超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李新革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伟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谢克勇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严晓伟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姜平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管东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江城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胡恒剑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贺博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金星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戴鹏斌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李怀珠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刘凯虎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杨艳军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汪永飞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闫明亮

武汉第五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东山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万新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大海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彭文军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刘春华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黄兴让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肖中波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陈凯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甘泉

武汉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严涛

湖北信义兄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长年

湖北信义兄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北阳

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玉清

武汉市武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理

武汉北永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岚

武汉市日月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柳辉

武汉荣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耿治安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陈淼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李广红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刘智兵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杨飞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江山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梁伟锋

百成机电工程技术（湖北）有限公司 陈欣欣

创领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涛

湖北新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王虎军

湖北新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廖美智

武汉中晟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曾力

武汉天鑫山江建设有限公司 李克俭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晓东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军学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强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永兴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亮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牟庆坤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吕松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孙国强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叶小兵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庞建成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贺江源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吕海艳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吴迪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徐勇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閤超

武汉贸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段昌义

湖北工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戴金淼

湖北工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肖峰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雪彦宏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吴强力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王发民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裴学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王广彪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闵华锋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李启松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熊利平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叶进刚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张清利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祖沛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明清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涛

湖北罡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廷华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冯泽龙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范礼义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晏成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章启才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周华明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吉江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姚晓华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碧波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焱栋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卢金星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 田显东

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 李鸣

湖北中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斌

湖北中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正友

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胡励耘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仁坤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瑞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怡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姚树林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林先涛

湖北天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平

湖北中恒健技术有限公司 李波

湖北中恒健技术有限公司 宋华峰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刘中华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周睿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白贺旭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正庆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李冠朋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孙伟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卢子林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绪照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伟

江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军

湖北中汇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强

湖北中汇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红

湖北中汇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池祥

武汉立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张亚明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孙亚林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洪孟云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周军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付瑞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卢合望

湖北宸峰建设有限公司 许小丽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艳明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曹元鑫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军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权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牛永强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俊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沿娣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军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宇杰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梅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凯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敬烽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成义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国安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新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应娥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小勇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游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能晓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涂轶铭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志文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琼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明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龚小龙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健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莉虹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海燕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云贵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刚

湖北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宏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才松

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李光洲

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汪艳燕

广东天衡工程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龚付坤

广东天衡工程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许汉生



广东天衡工程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金永正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凡科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冯新建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孙安锋

武汉市第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邬清华

大成科创基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韩帅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志强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将熹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海柱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戴玉琳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周雄才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龙龙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陶志鹏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振军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开平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俊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玉钊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永康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玉海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亚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汪小东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乔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周文浩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稳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国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灿

武汉汇科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王林立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龚龙飞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明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廖卫超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鹏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海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筠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智

天邑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定华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张汉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