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优秀企业复审合格名单

企业名称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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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谦诚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通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海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天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市政工程总公司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新建总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天蝎建筑装备有限公司

湖北天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森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市三江自控成套工程公司

华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发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中冠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朗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中恒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大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德华建（北京）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华莱士工程造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天衡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湖北卓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湖北中三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赛德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弘泰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万申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创领智控有限公司

武汉运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天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紫菘南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青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立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网信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力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卓成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浩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恒昊建设有限公司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华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第六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天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泽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振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中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长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独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沼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2016-2017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优秀企业家复审合格名单

姓名 单位名称

王爱勋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冷钢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虞志鹏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王智高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彭骏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程强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克诚 武汉谦诚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昭君 湖北省通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童建明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钱涛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许东方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余宝琳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晟 武汉市武昌市政工程总公司

刘鹤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倪良建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常彤 武汉天蝎建筑装备有限公司

石哲 湖北中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国金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术 湖北森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钟明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吴海兵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莫之江 武汉市三江自控成套工程公司

刘少文 新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陶火生 华发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斌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操经纬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安国 湖北中冠建设有限公司

朱家国 湖北中恒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徐涛 湖北大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汪建新 中德华建（北京）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刘辉 湖北卓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胡喆明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王宏兴 湖北中三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黄刚 中建三局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张智学 赛德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刚 武汉建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方斌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张木溪 万申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邓小琴 武汉创领智控有限公司

龚晓明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江桥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柯光华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保国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用权 武汉青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武振 武汉网信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宏玖 合力建设有限公司

张涛 湖北浩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立超 武汉恒昊建设有限公司

姚科海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淼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方伟 武汉市武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绪祥 武汉第六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黄松林 湖北天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军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剑 武汉市黄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雷红军 武汉荣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启运 武汉中泽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夏胜欢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利崇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万建国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尹向阳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毛军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黄福元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实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胡杨敏 湖北中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国云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李彦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孙金林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舒建辉 湖北辉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国强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朱景伟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俞延钢 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叶佳斌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金华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灵冲 湖北独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金响林 湖北沼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登峰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匡玲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旭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张吉江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一龙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吴越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宋占江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何小村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葛建军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吴昊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刘志斌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江永建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万大勇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红涛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林建平 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王吉连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2016-2017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优秀总工程师复审合格名单

姓名 单位名称

黄昕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生兵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伍志珍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陆通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秋根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锡银 武汉武建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曾君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志文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夏文明 湖北省通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霍建华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刘江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刘炳元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曹先中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詹立新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张志敏 湖北中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振东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曾纪文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李付红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张小军 武汉市三江自控成套工程公司

孙志宏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饶清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万赫尔 湖北中恒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红玲 武汉华莱士工程造价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周玲 湖北卓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胡钢亮 武汉建工科研设计有限公司

陈江红 湖北中三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智学 赛德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金生 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张革新 万申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邓涛 武汉创领智控有限公司

詹焱明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易高锋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雷振华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许继明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王年球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伟 合力建设有限公司

刘国勇 湖北浩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科学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世华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明平志 武汉第六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治耀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传国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何文成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仕才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军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李帅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胡海云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严阳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张成学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杜红杰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万文峰 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卢友余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定军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鹏 湖北独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学林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王涛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魏伟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张立国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俊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徐忠平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王昌裕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卢杰 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郭继舟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徐小琴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光海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徐小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胡俊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熊春林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郑文豪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黄涛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波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庞海枫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蒋本俊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2016-2017年度武汉地区建筑业优秀建造师（项目经理）复审合格名单

姓名 单位名称

王伟明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勤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柯细华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磊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陶志红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向东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毅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晋明刚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光明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曹小龙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鸣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飞君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浩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文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昶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才礼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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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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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杰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朱成煜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韩梅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张海军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刘小勇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牛永强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

张涛涛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胡道敏 武汉致远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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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紫微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彭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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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勇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卢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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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平 武汉钟鑫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贾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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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晶晶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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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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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吉祥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程金雄 武汉天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胡李兵 湖北省通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贾振东 湖北省通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亚林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张涛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张伟明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熊映国 湖北吉清建设有限公司

陈军华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纪成成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陶文艺 武汉博宏建设有限公司

周绪君 武汉安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谢巍 武汉安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祁金梁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宋杰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杨忠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沈林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叶鹏飞 湖北天宇建设有限公司

余宝琪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小艳 武汉市武昌市政工程总公司

王军民 武汉市武昌市政工程总公司

傅立森 武汉市武昌市政工程总公司

张红英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卫兵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戬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雷得和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鹤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冯泽龙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张汉明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刘文强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张长江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邱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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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麒 湖北中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应龙 武汉新建总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汉生 武汉新建总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志怀 武汉新建总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任靓 湖北罡顺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钟细焕 湖北中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学士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立新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兴力 振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熊利平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同吉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叶进刚 武汉科诚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伟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淞溳 湖北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程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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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才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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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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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乐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夏峰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李付红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夏建设有限公司

叶金红 武汉市三江自控成套工程公司

万朝晖 华发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志华 华发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柳伟 华发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继平 华发鼎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厚林 湖北天能地源科技有限公司

庞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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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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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小兵 武汉华中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辉 湖北朗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爱平 湖北朗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文红 湖北中恒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陈冬梅 湖北中恒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雷银林 湖北中恒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周伟 湖北大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栋广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程伟华 湖北卓诚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慧慧 赛德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革新 万申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郭开响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叶金林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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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华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进军 武汉常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志勇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梁伟锋 武汉丰太建筑有限公司

黄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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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凤鸣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张应兵 湖北江都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李建伟 武汉市东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实武 武汉天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白福良 武汉市傅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陶成钢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锦雄 湖北锦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玉姣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钱勇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寅舒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洪涛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院青 至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肖岸泉 武汉紫菘南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杜余清 武汉紫菘南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战清 武汉青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春泉 合力建设有限公司

林琳 湖北浩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韩寒 武汉恒昊建设有限公司

姚科艳 众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杜永谦 武汉市政特种集团有限公司

陈理 武汉市武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姜平 湖北华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学军 湖北华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占利秋 武汉第五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晏冠     武汉市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彭波 武汉第六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肖三平 武汉市日月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应军 武汉市日月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方群英 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严涛 武汉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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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修利 武汉市西城建筑工程公司

孙连生 武汉荣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阳绍雄 武汉中泽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刘军涛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蔡威威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兰青山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戴秋生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彭文军 武汉市黄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仁坤 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吕平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夏侃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涂从明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甘红日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杜静文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民 武汉市黄陂虹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高攀 武汉振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志强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杨军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张光奇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熊成荣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胡分刚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吴同海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熊淑芳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胡恒剑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廖红军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丁彦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徐行杰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新 湖北昆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玉林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刘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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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军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晏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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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杰 湖北省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匡慧    湖北地矿建设工程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陈志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邓聪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范彪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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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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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阳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张铭翀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李怀珠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郑丹 湖北省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胡宝林 湖北金青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非 湖北工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李贤龙 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海波 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中文 广厦湖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熊安定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端丹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良送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红祥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欣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涛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泽军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瑞元 民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民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慧林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舒东兵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志兵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倪少东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林中茂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詹必强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耀东    湖北独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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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学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张绍云 湖北鄂东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胡承勇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邱福胜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夏曙光   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先科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雪彦宏 宁夏伊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王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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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崇伟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炜炜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袁恒龙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栾立富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秦军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陈龙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曹吉荣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王帅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邱卫东 中铁七局集团武汉工程有限公司

余苗 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葛智高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毅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鲍黎明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肖治华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曾维才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张继华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李冠朋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建力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樊光虎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白贺昶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狄昆明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薛楷斌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张桥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龙广山 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

严稳平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昌钰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付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友军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奇 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孙世涛 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徐其贵 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