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建协〔2021〕5 号

 

 

各位领导： 

按照湖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和武汉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关于社会组织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经研

究，决定以线上方式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会长办公会。 

现将《关于 2020 年度秘书处以外为协会做出突出贡献

人员奖励的议案》、《关于调整（变更）协会副会长（法定代

表人）的议案》提请会长办公会网上审议，请各会长办公会

组成人员在会长微信群表决。如有异议，可电话联系秘书处。

截止时间至 2021 年 2 月 3 日 18:00 止，逾期不反馈视为同

意。 

 

联系人：李红青 15908660633 

 

 

武汉建筑业协会 

                          2021 年 2 月 1 日 



 

武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部       2021年 2月 1日印发 



 

各位领导： 

2020 年，在各位领导和全体会员单位、社会各界的支持、

参与与帮助下，协会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根据武建协

〔2016〕11 号《关于印发<秘书处以外为协会做出突出贡献

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精神，经各分支机构和部门推荐，

秘书处集中讨论研究，初步确定了 85 名 2020 年度协会秘书

处以外突出贡献奖励名单。现提请会长办公会网上审议，请

各会长办公会组成人员在会长微信群进行表决，本议案表决

期限至 2021 年 2 月 3 日 18:00 止，期间未发表意见视为同

意。 

 

附件：2020 年度秘书处以外为协会做出突出贡献人员奖

励名单（审议稿） 

 

 

 

                            武汉建筑业协会秘书处 

                               2021 年 2 月 1 日 

 

 



 

 

一等奖（4 人） 

刘光辉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承办协会活动；召开座谈会，带头

开展国企民企合作 

程理财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二季度会长办公会、BIM 视频

大赛支持单位 

程建华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

公司 

承办 2020 年通联员会及多次配合

协会各项工作 

邓伟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总承包公司 

积极承办“三品杯”BIM 技术应用

视频大赛 

 

二等奖（15 人） 

侯国发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全面组织安排安装消防分会全年

工作 

张杰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牵头组织了“践行精益建造、助力

机电安装高质量发展”线上讲座和

安装消防分会理事工作会 

何  勇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承办三季度会长办公会 

王建东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为协会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劳小云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BIM 视频大赛支持单位、会长办公

会述职 

高  林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承办质委会办公会；积极参与《武

汉市建筑工程黄鹤奖评审办法》和



《沈祝三经典工程评选办法》相关

研讨活动 

王爱勋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积极参与《武汉市建筑工程黄鹤奖

评审办法》相关研讨活动 

季跃华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举办质量大讲堂暨 2020 年武汉市

建筑业企业创精品工程经验交流

会 

陈应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 
以分会名义支持两山建设 

章杰 
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 

履职积极，主动与主管部门联系；

参加工程质量评价实体检测 

舒建辉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承办 2020 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 

高昌盛 天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2019 年民营企业榜单颁奖、

座谈会 

王春才 
武汉鸣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承办 2018年度民营企业榜单颁奖、

座谈会 

庞海峰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接待民族建设集团交流学习；承办

BIM 视频大赛决赛 

谢俊勇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联络政府落地编制工作、沟通申请

国家管理平台 

 

三等奖（24 人） 

郭一清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BIM 视频大赛支持单位 

王  辉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 2020 年总工委会议 

程秋明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主持 2020 年总委会议 



赵希春 江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总工委日常管理工作 

姜晓峰 
中天建设集团第六建设有

限公司 
承办宜昌交流学习活动 

李文祥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积极参加“十大魅力工地”评选活

动”；牵头工程质量评价工作 

姚元朝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牵头工程质量评价工作 

王么华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牵头工程质量评价工作 

徐平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总承包公司 

BIM 视频大赛承办单位，积极配合

协调 

余地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总承包公司 

BIM 视频大赛承办单位，积极配合

协调 

安  娜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积极筹办“法官、法务视野下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题培训班，

报名人数达 70 余人 

马建国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积极支持法工委工作，承办法工委

工作会议及相关活动 

马雪兵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召开高端市场营销工作座谈

会 

彭孝扬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 
组织召开市场营销工作座谈会 

涂家勇 光谷技术有限公司 
承办分会 2020 年四季度常务理事

会 

高晓舟  武汉兴得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分会 2019 年四季度常务理事

会 

倪光荣 
湖南建研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对协会检测信息化推广工作贡献

很大 

李祺 
武汉中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对协会检测培训工作贡献很大 



胡喆明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

司   
履职积极，主动承办分会活动 

张基起 
湖北鸿基工程机械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积极支持集采签约 

叶 罡 武汉打桩科技有限公司 积极联系、发展会员成绩突出 

何洪普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牵头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调研及发

展评估 

林其双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 

牵头组织了机电安装工程观摩会，

建筑工程消防 BIM深化设计及验收

标准申报 

周晓帆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总承包公司 

协助“三品杯”专家评审及大赛组

织工作 

 

优秀奖（42 人） 

胡刚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践行精益建造、助力机电安装高

质量发展”线上讲座主讲人 

徐云飞 
武汉广联达三山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启动会邀请专家及直播工作、参与

“三品杯”过程服务 

赵  健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参与“三品杯”协办服务 

李新桥 
艾比蒙（武汉）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参与“三品杯”协办服务 

谭  霖 
武汉墨斗建筑咨询有限公

司 
参与“三品杯”协办服务 

刘诗瑶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承办 BIM视频大赛决赛 

董晓丽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承办南湖水环境提升工程 BIM技术

观摩会 



孙权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协调会员企业 BIM骨干赴深圳考察 

赵  俊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积极协助组织工程质量评价 

殷涛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承办宜昌观摩会 

魏玲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 100余人的“法官、法务视野

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题培

训班 

邓南平 
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

所 

积极支持协会法律学堂，精心备

课，承办的讲座反响良好 

李军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编写《疫情形势下支持我省建

筑业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及建

议》、《关于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和

本地优秀民营企业联合实施公投

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议》两篇

专题调研报告及收集济南地区促

进建筑业发展的相关文件。积极组

织本单位员工参加协会培训 

马军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 

组织编写《疫情形势下支持我省建

筑业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及建

议》、《关于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和

本地优秀民营企业联合实施公投

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议》两篇

专题调研报告及收集济南地区促

进建筑业发展的相关文件。积极组

织本单位员工参加协会培训 

史奇鑫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编写《疫情形势下支持我省建

筑业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及建

议》、《关于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和

本地优秀民营企业联合实施公投



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议》两篇

专题调研报告及收集济南地区促

进建筑业发展的相关文件。积极组

织本单位员工参加协会培训 

江海英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编写《疫情形势下支持我省建

筑业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及建

议》、《关于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和

本地优秀民营企业联合实施公投

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议》两篇

专题调研报告。积极组织本单位员

工参加协会培训 

刘家武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编写《疫情形势下支持我省建

筑业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及建

议》、《关于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和

本地优秀民营企业联合实施公投

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议》两篇

专题调研报告。积极组织本单位员

工参加协会培训 

黄琴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撰写“公、私企业联姻，促进经济

发展添活力”，吉林省建筑市场联

合体案例交流资料 

熊江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 

多次联系专家宣贯行业标准（智慧

园区白皮书） 

宋一峰 
国家光电子信息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代表智能分会编制湖北省地方标

准《疏散通道余压监控系统技术规

范》 

邓红武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 

积极策划组织分会及专家委员会

的各项活动，分会专职摄影拍照 

夏继征 
湖北中科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协助分会参与协调两山建设 



万娜 
湖北省精量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支持湖北省检测人员能力认定现

场观摩会 

李刚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为协会捐款，支持协会建设 

李泽卫 
武汉科正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给协会捐食品等物资 

范涛 
武汉汇科质量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 

积极支持湖北省检测人员能力认

定现场观摩会 

范金发 
湖北德高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积极支持湖北省检测人员能力认

定现场观摩会 

周星辰 
武汉市东西湖区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中心 
积极参加工程质量评价实体检测 

曹  虹 
湖北中精衡建筑检测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积极参加工程质量评价实体检测 

谭  睿 
湖北华祥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积极参加工程质量评价实体检测 

刘会玲 
中建三局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履职积极，授课分享获好评  

代莉萍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积极承办设计院场薪酬分配沙龙，

并作经验分享 

屈莉  
武汉高登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积极组织 epc项目管理高级研修班

活动 

朱恩杰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协调承办，讲解光谷地下空间

现场观摩会 

朱海军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组织召开装配式成果发布并做主

要发布人 

金星 
湖北宝业建筑工业化有限

公司 

牵头编制装配式构件工厂星级评

价标准 

吴巍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

环境学院 
积极承办装配式分会会长办公会 



王朝晖 
武汉三木和森建设有限公

司 
履职积极，提出多项建议 

胡斌 武汉存岩建筑有限公司 
积极参加活动并提供装配式市场

信息 

马俊 
武汉中民筑友智造科技有

限公司 

接待并安排装配分会到长沙远大

可见、中民筑友总部参观学习 

刘开扬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5 月份技术讲座讲师，获好评 

史晓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总承包公司 
6 月份技术讲座讲师，获好评 

 



 

各位领导： 

协会副会长（法定代表人）李淼磊同志已于 2020 年 12

月光荣退休。根据工作需要，经会长单位中建三局推荐，并

由陈华元会长提议，拟由刘庆同志接任副会长（法定代表人），

李淼磊同志不再担任协会副会长（法定代表人）。 

临近春节，各单位工作任务重，加上疫情防控要求，现

提请会长办公会网上审议，请各会长办公会组成人员在会长

微信群进行表决，本议案表决期限至 2021 年 2 月 3 日 18:00

止，期间未发表意见视为同意。 

 

 

 

                             武汉建筑业协会秘书处 

                                2021 年 2 月 1 日 

 

 

 

 

 

 



 

 

刘庆，男，汉族，1976 年 2 月出生，1997 年 7 月参加

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1997.07-2001.07：任三局三公司西安分公司党委办公

室员工、副主任； 

2001.07-2004.01：任三局三公司西安分公司锦园小区

二期项目、银川第二长途通讯枢纽工程项目党支部书记； 

2004.01-2005.03：任三局三公司枣庄经理部办公室主

任； 

2005.03-2012.08：任三局三公司办公室科员、副主任

兼档案室主任、办公室主任； 

2012.08-2015.01：任三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2015.01-2017.07：任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粤)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2017.07-2019.08：任三局巡察组组长(C2 职级)； 

2019.08-2021.01：任三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中建三局武汉中心医院党总支书记； 

2021.01 至今     任三局总经理助理职级（C1 职级）

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