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建协字〔2021〕6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阳泉市建筑业协会

会员单位建筑业企业及从业人员

等级评价结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20 年，广大会员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在全市工程建设质

量安全管理、科技创新、市场开拓、信用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优异成绩，为更好的发挥建筑业行业内建筑业企业示范引领

作用，树立建筑业从业人员爱岗敬业精神，促进我市建筑业

健康持续发展，我会在会员单位中开展了建筑业企业及从业

人员等级评价活动。

等级评价活动经会员单位自愿申报、企业主管部门推



荐、行业管理部门审核，阳泉市建筑业协会评审委员会对申

报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质量安全综合管理、工程业绩和技术创

新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

按照《阳泉市建筑业协会优秀建筑企业等级评价工作管

理办法》等 6 个办法，评价等级分为 A 级（优秀）、B 级（合

格）、C 级（不合格）三个等级。根据阳泉市建筑业协会等

级评价活动评审委员会意见，现将 2020 年度 A 级（优秀）

建筑业企业及从业人员名单予以公布。

附:2020 年度阳泉市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建筑业企业及

从业人员等级评价 A 级（优秀）名单

阳泉市建筑业协会

2021 年 5 月 25 日



2020 年度阳泉市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

建筑业企业及从业人员等级评价

A级（优秀）名单

一、建筑业企业

（一）建筑业企业（24 家）

阳泉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志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益智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阳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中青旅建设有限公司

阳泉市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阳泉市中岩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山西漾泉天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阳泉市建安给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双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晋州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阳泉市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银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定州市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宗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万兴胜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阳泉市远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北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阳泉北艺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市宏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阳泉市澳丽丝科技涂料有限公司

山西航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二）监理企业（6 家）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泰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厚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阳泉市伟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三）工程造价企业（5 家）

山西嘉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汇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兴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恒瑞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从业人员

（一）项目经理（57 名）



王 鹏 阳泉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郝建文 阳泉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郗慧蓉 阳泉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晓伟 山西志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艳伟 山西志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忠峰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董彦刚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梁俊文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李永涛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魏国富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赵成喜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田智耀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郭峰英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杨艳丽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朱 普 阳泉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翠丽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任玉梅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王 磊 阳泉市元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严佳驰 阳泉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贾 震 山西银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崔存禄 阳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韩丽花 阳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崔 睿 阳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王 月 阳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张海滨 阳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古文平 阳泉市建安给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艳琴 阳泉市建安给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康乃华 阳泉市建安给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丽娟 阳泉市建安给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闫 蕾 阳泉市建安给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 鍒 阳泉市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杜霞霞 阳泉市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星星 阳泉市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怀亮 阳泉市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郭卫献 定州市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月华 河北宗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 新 山西晋州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张海燕 山西晋州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郝 媛 山西晋州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李 萍 山西漾泉天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庆华 山西漾泉天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韩国平 山西益智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赵凯辉 阳泉市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郭晓波 阳泉市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霍雪贵 阳泉市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王清华 阳泉市中岩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商允春 阳泉市中岩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李復忠 阳泉市中岩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宋帮军 阳泉市中岩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赵海清 阳泉市中岩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刘国玲 阳泉市远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石 萍 阳泉市宏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宋全意 阳泉市宏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秦刚印 阳泉市宏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文晋亮 阳泉北艺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郗 育 阳泉北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 晨 山西航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二）总监理工程师（37 名）

杨树林 山西厚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陆志刚 山西厚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宝军 山西厚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杜 庆 山西厚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 鹏 山西泰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魏小江 山西泰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郝 敏 山西泰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翟玲玲 山西泰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贾瑞鑫 山西泰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拴生 阳泉市伟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袁振中 阳泉市伟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张志勇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卫平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 皓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爱民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任俊清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生湖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高艳杰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玉强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海鹰 山西维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窦重华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高辉忠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何文斌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胡江涛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志明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志清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梁彦军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国红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 寨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卫中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 戎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徐忠伟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 泉 山西亿鼎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冯守珍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 健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刘青槐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向阳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