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年度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优秀总工程师评选结果公示名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广州市运通水务有限公司 许隽

2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覃辉煌

3 新华建集团（广东）建设有限公司 利仕选

4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何志辉

5 粤水电建筑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王付德

6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何健

7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韩远忠

8 广东东粤建设有限公司 曹金文

9 广东众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进艺

10 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 郑启年

11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余汉国

12 广东鼎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本建

13 佛山市鼎垣工程有限公司 韩德浩

14 广东冠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盛焕

15 广东广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瑞君

16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湘泉

17 广东惠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姚棉创

18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付梦求

19 广东金常来建设有限公司 刘汉清

20 广东景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吴茂鹏

21 广东九万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冯广亮

22 广东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廖啟汉

23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磊三

24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冯心宜

25 广东省有色工业建筑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 陈建华

26 广东耀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木富

27 广东银浩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彭飞

28 广东中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观丙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29 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裕阳

30 广东中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黄霖军

31 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姜宏

32 广东明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方文轩

33 广东天立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卓伦

34 广东旺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晓城

35 广东稳固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刘俊伟

36 广东洋艺建设有限公司 莫昭芬

37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陈逢生

38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林珊

39 广州广检建设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陈伟

40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雷雄武

41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王文辉

42 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永超

43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魏立新

44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有限公司 吴新和

45 华邦建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进雄

46 立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立蔼

47 广州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刘建勇

48 广州建筑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张占峰

49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过勇

50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何德华

51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李贲

52 广东金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桂生

53 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晓明

54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刘正雄

55 广州市市政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吴永毅

56 广东省勃诚建设有限公司 翁晨越

57 广东一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清彪

58 广东闽桂建设有限公司 杨鹏昌

59 广东鑫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春风

60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欧阳钊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61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郑达明

62 广东恒立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正牛



附件 2：

2022 年度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优秀技术工作者评选结果

公示名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广州市运通水务有限公司 刘铃

2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薛忠强

3 新华建集团（广东）建设有限公司 谭秋茹

4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吴有亮

5 粤水电建筑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陈焱

6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邱学敏

7 广东东粤建设有限公司 钱飞林

8 广东众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德环

9 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 侯珍珠

10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陆文胜

11 广东鼎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禚丽娟

12 佛山市鼎垣工程有限公司 戴涛

13 广东广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显池

14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谭益红

15 广东惠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陈锦波

16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刘热强

17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彭勇波

18 广东景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友友

19 广东九万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永军

20 广东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邓喜楹

21 广东荣鸿建设有限公司 林耿彬

22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少博

23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张金平

24 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赵展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25 广东省有色工业建筑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 李运攀

26 广东耀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德才

27 广东银浩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何冬平

28 广东中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茂桥

29 广东中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郑春祥

30 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坤

31 广东汇涛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徐郁峰

32 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肖壮生

33 广东明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伟欣

34 广东天立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文浩

35 广东旺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泽涛

36 广东洋艺建设有限公司 韩利杰

37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曾耀庭

38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东

39 广州广检建设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罗创涟

40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原冠初

41 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传辉

42 广州市市维检测有限公司 姚洪春

43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陈贻龙

44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有限公司 陈明飞

45 华邦建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郭宝德

46 立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进

47 广州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吴启坚

48 广州建筑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孙虎

49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陈古龙

50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陈海英

51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 黄英志

52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朱广滔

53 广东金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沛颖

54 广东大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李昆

55 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政

56 广州市市政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杜永潇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57 广东一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灿桂

58 广东佛水建设有限公司 李俊明

59 广东鑫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清平

60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唐春

61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黎颢明

62 广东闽桂建设有限公司 程培明

63 广东恒立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伍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