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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建筑行业协会

通建协〔2023〕4 号

关于 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

“双三十强”及“三优”初审结果的公示

2023 年 1 月 4 日，我会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南通

市建筑业“双三十强”及“三优”评价工作的通知》，经会员

企业自主申报，各县（市、区）建筑行业协会推荐，我会按照

《南通市建筑业“双三十强”及“三优”评价办法》要求对申

报材料进行了核查和初审，现将初审结果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3 年 3 月 28 日至 2023 年 4 月 3 日。公示

期内，任何单位及个人如有异议，均可向我会反映。单位反映

情况需加盖公章，个人反映情况需签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南通市崇川区中远路 169 号开放大学辅西三楼

联系电话：0513-83518435

联 系 人：潘永建

附件：

1.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竞争力三十强企业初审结果

2.2022年度南通市建筑业最具成长性三十强企业初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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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初审结果

4.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家初审结果

5.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优秀企业经理初审结果

南通市建筑行业协会

2023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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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

竞争力三十强企业初审结果

排名 企 业 名 称

1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2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5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6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9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1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2 江苏信拓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 南通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17 江苏新龙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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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 江苏通州二建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江苏南通三建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22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23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24 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

25 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 南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8 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南通中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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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

最具成长性三十强企业初审结果

排名 企 业 名 称

1 江苏润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南通德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 南通工泰建设有限公司

4 南通市港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5 南通博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江苏东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南通通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8 江苏中匀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9 南通五建跃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 南通市城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 南通扬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2 江苏元辰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13 南通市江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14 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5 南通丰汇建设有限公司

16 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7 南通五建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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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通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南通新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20 江苏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 南通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22 南通金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3 江苏恒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4 南通通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 南通建工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6 如皋市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7 江苏通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 百信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9 南通新城区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30 南通华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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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

优秀企业初审结果

（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企 业 名 称

1 江苏骅东投资有限公司

2 中联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江苏南通三建建筑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南通东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 南通华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 江苏紫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 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8 江苏达海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9 南通华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 南通五建金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1 南通东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2 南通市双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 南通岔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4 南通洋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 南通东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6 如东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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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东县水利电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 南通曙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 南通祥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 南通大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 江苏东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南通市戴庄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3 江北建设有限公司

24 南通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 南通市建华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 南通永固建设有限公司

27 南通市华厦建设有限公司

28 南通市苏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9 江苏河马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30 江苏恒泽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1 江苏乾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 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33 江苏中慧传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4 南通市紫石古典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5 江苏伟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6 江苏隆辉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7 江苏大公建设有限公司

38 江苏睿睿防水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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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南通中基建设有限公司

40 南通苏安建设有限公司

41 南通市国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2 江苏耀诚建设有限公司

43 南通谷鑫实业有限公司

44 南通鑫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5 南通幸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 南通利元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7 南通星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8 南通市兴崇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9 南通纬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 南通铁建建设构件有限公司

51 南通万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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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

优秀企业家初审结果

（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所 在 企 业

1 陈向阳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 董雪平 江苏骅东投资有限公司

3 殷炜东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陈锦石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施 晖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陈祖新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杨 博 中联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俞云忠 江苏中匀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9 花志华 江苏南通三建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10 顾建辉 南通德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 张 昕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2 张红军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13 徐宏均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4 邵亚新 江苏通州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5 张学明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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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志明 江苏通州二建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7 丁 华 南通市江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18 王跃翔 南通新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19 邱少波 南通通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0 朱泉军 南通扬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1 庄建栋 南通承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22 曹卫东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 任先军 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 许 锋 江苏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5 储开俊 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6 刘跃进 南通五建跃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7 张素华 南通五建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8 郭小兵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9 沈 锋 江苏江中集团有限公司

30 郭基伟 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 张 彬 江苏元辰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2 陶宝华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3 陈永明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 马和军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5 韩良荣 江苏信拓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孙 剑 江苏新龙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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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任 建 江苏润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8 卢宏银 南通工泰建设有限公司

39 臧正华 南通苏中建设有限公司

40 张向阳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 张进荣 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2 宋陈明 南通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43 司光吾 南通十建集团有限公司

44 曹 毅 南通中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5 倪德泉 南通市城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6 刘 奇 江苏东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 丁建华 南通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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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度南通市建筑业

优秀企业经理初审结果

（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所 在 企 业

1 高建忠 启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 曹锡春 江苏骅东投资有限公司

3 秦雷健 江苏恒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 朱挺峰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邢 挺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何咸军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何炯华 南通东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 张建新 南通华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 戴红华 南通博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顾晓峰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1 魏 进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12 季建荣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3 朱晓东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邢跃鹏 江苏通州二建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 赵 杰 江苏通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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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严 军 南通金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7 吴朱华 南通华威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 丁小建 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 唐雪梅 江苏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张椿浩 南通华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 刘克泉 南通五建金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2 冯克山 南通东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3 解星禹 南通市双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4 沈德彬 南通岔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5 翟宝银 南通洋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 任亚梅 南通东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7 徐群山 如东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 张国建 如东县水利电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9 朱宪曙 南通曙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 钱 锋 南通祥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1 李忠建 南通大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 徐小飞 江苏东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 崔贵山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4 杨 钦 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 张世军 南通市戴庄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6 刘 峰 江北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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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王 军 南通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8 杨建华 南通市建华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9 陆铁飞 江苏万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0 顾兆华 如皋市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1 陈 华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谢广才 南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3 刘燕斌 南通通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4 顾明春 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5 陆长桂 江苏隆辉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6 吴广汉 江苏大公建设有限公司

47 曹兆军 南通丰汇建设有限公司

48 张小飞 南通永固建设有限公司

49 贾同飞 南通市华厦建设有限公司

50 王维根 南通市苏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1 李德山 江苏河马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52 王忠泽 江苏恒泽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3 吴良春 江苏乾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 王维东 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55 卢基胜 江苏中慧传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6 许应权 南通市紫石古典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7 王兴明 江苏伟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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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继飞 江苏睿睿防水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9 袁友青 南通中基建设有限公司

60 席亚萍 南通苏安建设有限公司

61 吉训官 南通市国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2 韩 东 江苏耀诚建设有限公司

63 丁佐金 南通谷鑫实业有限公司

64 邱 林 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 陆 峰 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 高秀美 南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67 张欢欢 南通鑫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 钱志锋 南通利元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69 李汉林 南通市港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70 王天华 南通新城区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71 朱锦明 南通星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2 于凤斌 南通建工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3 刘 佳 南通市兴崇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4 曹若凡 南通纬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5 王海峰 南通铁建建设构件有限公司

76 袁志平 南通万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7 冯 浩 百信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