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建协[2023]13 号 

 

各市建筑业协会、省级有关专业协会、浙建集团、有关会员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先进企业、浙江省建

筑业优秀企业家评选的通知”（浙建协[2022]61 号）和 “关于开

展 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企业优秀建造师项目经理评选的通知

（浙建协[2022]62 号）文件精神，经企业申报，各市建筑业协会、

省级有关专业协会、浙建集团推荐，协会秘书处按照评选办法进

行审核,经省建协秘书长会议讨论，同意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 95 家企业为 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先进企业，郑晖等 45

名同志为 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优秀企业家，马蒸等 118 名同志

为 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企业优秀建造师项目经理，现予以公布

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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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和表彰2022年度浙江省建筑业先进企业、

浙江省建筑业优秀企业家、浙江省建筑企业优秀

建造师项目经理的通知 



浙

希望受表彰的企业和个人再接再厉，不忘初心，共同为推进

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附件： 

1、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先进企业 

2、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优秀企业家 

3、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企业优秀建造师项目经理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202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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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先进企业 

（排列不分先后）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通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天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浙江国丰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中宙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杰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富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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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海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 

华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甬港现代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 

今天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金辰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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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鸿厦建设有限公司 

新世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中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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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筑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昌宇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金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恒力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培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贝林集团有限公司 

凌云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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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景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万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恒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银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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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优秀企业家 

（排列不分先后） 

 

郑  晖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  华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胡康虎   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培乔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杨红波   浙江省建设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赵国民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汉文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建平   杭州通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褚跃明   杭州中宙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灿松   杭州恒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寿国先   龙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善波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屠  勇   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祁圣伟   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宗凯   中科盛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光   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建明   展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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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明   浙江正立高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滕海龙   浙江龙腾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志良   浙江鼎元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杭  波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烽   中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余恒杰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海涛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向全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楼  群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应培新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福生   明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诸葛建纲  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小平   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吕云涛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唐   炜   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陆国新   浙江佳成和合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伟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夏   伟   浙江千叶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荣忠   衢州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军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赵建国   浙江国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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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鸣   浙江中立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蓝   俊   荣景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袁海波   恒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玉富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袁航新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党委书记 

袁伟忠   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苏孝敏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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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度浙江省建筑业企业优秀建造师项目经理 
（排列不分先后） 

 

马 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雪清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朝宝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 瑞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震伟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俞 钢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海锋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磊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天志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邵永生 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建国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 浩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韩军强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霍俊龙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章国胜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江红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顾弘丰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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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建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尤匡春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绍红 杭州通达集团有限公司   

沈明虎 浙江恒山建设有限公司   

叶良顺 浙江省隧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俞 禾 龙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张振强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郑唐洪 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詹根华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祥强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海波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时武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蔡岳松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徐 龙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   

俞国际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欧祝明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戎 斌 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杜庆国 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曾文志 海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云桦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成登 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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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元福  大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海圣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万里 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捷敏 温州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姚 权 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 磊 博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灵智 温州市万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 弘 展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 飞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 李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珍刚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丁冰峰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何国铭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永志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泰炯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汤浩军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李建钢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李东晃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俞岳芳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可为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孟 军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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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斌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雪峰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仁峰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郭晓波 恒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 伟 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方红亚 浙江中荣建设有限公司   

李 涛 浙江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丁旭芬 华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旭华 浙江乔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詹智健 浙江德清荣业建设有限公司   

李雪来 浙江中吴建设有限公司   

许忠强 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姚曙斌 嘉业卓众建设有限公司   

严益奇 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应高梁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亚美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培新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运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珍珍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 朝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旭洪 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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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韬 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国建 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叔刚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黎明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 垚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剑英  浙江新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相阳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应向华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田仲义 筑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俞炜韬 浙江昌宇建设有限公司   

胡智臻 中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于 峰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远波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许剑军 浙江新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仕培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伟钢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锡江 浙江培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奇波 凌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红莲 浙江开阳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徐春林 贝林集团有限公司   

沈楝大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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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安 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池广毅 华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钦竹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蒋玲锋 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立怀 浙江恒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春华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子明 浙江万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振寿 正达建设有限公司   

蒋华龙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蔡益郎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汪浙民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运信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建国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 相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承霞 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袁 刚 浙江兴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叶华明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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