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年度贵州省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名单                        
（获奖代表）

1 周文渊 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 孙重林 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 简承勇 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4 徐华 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5 郭科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6 唐福生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7 周斌 中铁二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8 张光胜 中铁二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9 李承祥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李广江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武世平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陈玉安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3 熊高敏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4 朱健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5 刘映剑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6 周涛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7 陈佳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8 张志超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19 周波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20 方永桥 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21 刘斌 七冶土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2 史航航 七冶土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3 陈龙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4 马平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5 吕忠涛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6 陈海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7 白东升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8 余平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9 苟建勇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30 杨箐 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 杨国强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2 杨秀啟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3 张正财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4 朱超 中铁五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5 吴治国 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

36 谢伟 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7 关林林 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8 蒋豪 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9 董平满 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0 周林 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1 罗刚 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2 李敬国 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43 姜晓博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4 尹洪明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5 杨辉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6 杨乾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7 张剑兴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8 马晓辉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9 谢明康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50 张奇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51 毛福新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52 彭昌阳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53 邓任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54 李均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55 伍雄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56 方晓成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57 叶君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58 张剑 通号建设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59 韩谊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0 王金山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1 张捷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2 苏宁辉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3 廖茂居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4 王辉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5 李军华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6 田志勇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7 向宁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68 杨波 上海奉贤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9 唐合权 贵州中建伟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0 姜海光 贵州海宇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71 王彪 贵州海宇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72 冉强 贵州海宇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73 冯小波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4 邱琳格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5 冯晓兵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6 陈鑫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7 王舟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8 薛二伟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9 陈翔华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0 黄海 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1 罗晓宇 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2 陈江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83 肖凯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84 韩碧浩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85 曾泫淋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86 陈锦江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87 郭  康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88 陈邦朗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89 冯泽应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0 万廷荣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1 杨猛江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2 张 伟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3 朱海龙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4 陈良庭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5 郭德取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6 张宏明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7 杨鸿强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8 卢熙文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9 洪翠兰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 马德智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1 王佳宇 贵州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2 薛语暄 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3 何德平 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4 方小川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5 李卫军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6 文宏洲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7 吴孟玄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8 谢振辉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9 杨凡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0 贺深阳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1 胡天辉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2 张孝华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3 陈小建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4 张辉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5 骆礼才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6 杨少生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责任有限公司

117 朱立华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8 李军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9 乔亮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0 潘兴荣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1 罗毅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2 黄文元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3 冉太军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4 张源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5 张金勇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6 李再然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7 谢忠贵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8 舒兴雨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9 唐甫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0 余正国 贵州建工集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1 严祖彬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2 任鹤鸣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3 何应高 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4 彭通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5 张华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6 刁兆勇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7 汪明华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8 庞平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9 郭如春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0 谢华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1 李卉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2 陆秀明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3 苏永柱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4 李翠莲 贵州建工集团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5 张大立 贵州建工集团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6 李伟 贵州建工集团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7 张奇志 贵州建工集团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8 王坤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分公司

149 杨洪涛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分公司

150 余小平 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1 吴辉 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152 杨有明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