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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企业名称 

1 曹晓岩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陈 驰 广东国信工程监理集团有限公司 

3 陈国辉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4 陈海燕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 陈明伟 福建省泷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陈文豹 福建巨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 陈文山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 陈向阳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9 程晓波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 褚 勤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 崔 峻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邸光辉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 丁小建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董俊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15 段利民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6 段卫昌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方创熙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 高志伟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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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企业名称 

19 郭道盛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20 韩良荣 江苏信拓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韩 平 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和向钧 云南建投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23 洪文聪 福建省禹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4 胡优华 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5 胡长红 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黄道元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黄海龙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 黄厚军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黄俊鹏 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 

30 黄锡阳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1 焦臣凤 南京永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 李保华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 李 标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 李 刚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李建滨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6 李少华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37 李石聚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38 李中庆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39 梁剑锐 广东梁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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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企业名称 

40 梁孝平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41 廖成皓 福建金鼎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42 廖钢林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3 林爱花 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4 林成端 福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5 林惠斌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林木移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47 林其涛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48 林增忠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 林镇土 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50 刘 刚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第二有限公司 

51 刘军武 湖南凯迪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52 刘仁旺 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53 刘 伟 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4 刘云宪 中建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5 刘智强 山西西建集团有限公司 

56 龙海盛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7 龙安宝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8 龙其生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9 龙 兴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60 楼 群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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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企业名称 

61 吕保明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62 吕方武 湖北沛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3 吕润平 内蒙古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4 吕树宝 江苏正方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5 吕永武 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 马和军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7 马健峰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8 马庆江 华北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9 马跃光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70 牟晓岩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71 聂吉利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2 潘海洪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73 裴卓非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74 亓玉政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5 钱申春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76 任 建 江苏润宇建设有限公司 

77 尚延青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78 沈 锋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79 沈卫东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0 盛明宏 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1 施正雄 桐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7 — 

序号 姓 名 企业名称 

82 施忠旗 福建省融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3 石 岭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84 孙 剑 江苏新龙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5 孙萌光 吉林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 孙顺利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7 覃振华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88 田广良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 

89 田茂军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 田玉龙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91 童光金 安徽金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2 涂有亮 安徽华景建设有限公司 

93 万大勇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4 王贵聪 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5 王 坤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6 王连生 中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97 王 启 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8 王彦宏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9 王 宇 衡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 王跃江 成都建工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1 王哲波 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2 魏 枫 中国通信建设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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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企业名称 

103 温 明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4 文武松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105 吴 伟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6 谢彦辉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徐爱杰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8 徐丰贤 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9 徐鹏强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0 徐少华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111 严青荣 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2 严悌文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3 杨 波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4 杨丽芳 浙江新华建设有限公司 

115 叶 森 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6 殷天军 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117 殷云峰 常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8 应 金 安徽虹达道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119 游海山 鑫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0 余 峰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1 喻世功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122 袁美云 南通市港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23 张爱民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 9 — 

序号 姓 名 企业名称 

124 张 超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125 张传玉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126 张 凯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7 张天平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8 张卫兵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129 张向阳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 张学形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1 赵本明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2 赵纪峰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3 赵庆民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34 赵 伟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5 赵余红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6 郑玉建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7 钟文炜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138 周 晗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139 周 青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140 周天喜 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1 周跃林 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2 朱开明 江苏明华建设有限公司 

143 邹建刚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4 左兆卿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