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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协﹝2022﹞13 号

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于 2022 年 7

月 27日在合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第七届理事会财务报告》、《章程》及修改说明、《换届选举办法》。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费标准及缴纳管理办法》，大

会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八届

理事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审议通过第八届会员

单位共 255 家。现将名单印发如下：

一、会长（法定代表人）名单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军邦

二、副会长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驻会副会长            李鹏飞

中能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耕能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董事长 陈建明

中国机械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义权

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彭轩南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                尚恺喆

关于印发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
第八届理事会会员、理事等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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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  松

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洪春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顺利

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六中

安徽建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李  兵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国福

安徽丰海起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金柱

芜湖市天润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祖龙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键

蚌埠市乳建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法人        姜云连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柴文杰

淮北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副处长                    张喜明

黄山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金发

黄山徽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小健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梅有兵

安徽华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韩公正

亳州建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国玉

安徽建工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余志刚

三、秘书长名单

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秘书长                杜庆梅

四、监事长、监事名单

监事长：六安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原站长    曹盛平

监  事：蚌埠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主任科员      纪  涛

        宣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员            刘大有

五、副秘书长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蚌埠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站长                  马栋梁



3

滁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站副站长            张大为

安徽省建设行业质量与安全协会秘书长            步向义

安徽省安装和机械设备协会副秘书长              徐  俊

中能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资质处处长          李  莉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朱纪泽

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装饰安装分公司经理  张海鹏

六、常务理事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安徽三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利伟

安徽地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高申林

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业勇

安徽中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宏新

合肥固恒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隋元忠

安徽润建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  平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正龙

安徽启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强强

惠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玉

安徽省春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春风

安徽省晋昇起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良燕

安徽皖北庞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苏吉元

淮北市金魁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任精祥

黄山市天鸿建设工程材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鸣勇

中安景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章荣钢

安徽海纳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汝洪凯

安徽广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重广

六安市腾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远香

衡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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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振兴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敏

六安市天和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传许

六安市宏伟建筑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朝柱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斌

安徽广袤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仝  飞

中核华兴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华东区域总监      郑兴瑞

芜湖林凯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志强

安徽强盛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康前进

中建五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李  昕

七、理事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张友国

安徽省环安人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  松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王润国

安徽环通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费伦武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  华

合肥欧力杰智能装备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国军

安徽轻钢龙骨有限公司经理                    李  云

万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万胜

安徽中兴联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仕军

中徽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文品

安徽合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礼祥

安徽江汉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  治

合肥精都机电仪表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平

安徽省科工机电智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永祥

合肥市润起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军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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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徽祥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云芳

安徽强华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白江文

合肥环宇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芳

合肥联宏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晓华

安徽和义通工程机械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文兴

芜湖华瑞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勇

芜湖国梁建设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强昌柳

芜湖华远建筑机械安装租赁有限公司经理           齐红兵

芜湖恒信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经理           傅兆全

中铁四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鲍尚玉

国能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郝红亮

蚌埠市旭日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陶  旭

蚌埠市江南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文雪

安徽齐广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荀良宝

安徽钶瑞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永旺

马鞍山市众强起重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仝  凯

卓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  建

安徽京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顾志雄

安徽方鼎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修峰

安徽恒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法人           裴焕新

安徽志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学龙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查全钢

安徽旭辉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勇勇

黄山市华益机械施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孝生

安徽省鸿轩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夏男

安徽宿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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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第七十二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胜

宿州子宇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任娜娜

安徽铭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岳  芹

地久恒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福朝

安徽翔誉千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支明

安徽特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能保

六安市远大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青伟

六安市腾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尹晓成

安徽华兴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福友

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童光利

池州盛和信拓输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全豹

亳州市谯城区海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保家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  王红彬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 李文涛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 战  胜

黄山市皖建起重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  军

安徽裕隆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蔡祥梅

安徽耀峰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  峰

八、会员单位总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中能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安徽有限公司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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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安徽建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丰海起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芜湖市天润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蚌埠市乳建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淮北市建筑工程管理处

黄山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徽建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亳州建工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技师学院

安徽三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地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中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固恒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润建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启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惠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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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春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省晋昇起重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皖北庞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淮北市金魁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市天鸿建设工程材料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中安景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海纳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广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六安市腾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衡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六安市振兴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市天和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市宏伟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广袤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中核华兴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芜湖林凯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强盛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环安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安徽环通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欧力杰智能装备系统有限公司

安徽轻钢龙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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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兴联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中徽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合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江汉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合肥精都机电仪表有限公司

安徽省科工机电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市润起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中徽祥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强华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环宇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联宏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和义通工程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芜湖华瑞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芜湖国梁建设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芜湖华远建筑机械安装租赁有限公司

芜湖恒信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国能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蚌埠市旭日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蚌埠市江南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齐广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钶瑞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众强起重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卓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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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京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方鼎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恒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志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旭辉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黄山市华益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安徽省鸿轩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宿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第七十二工程有限公司

宿州子宇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铭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地久恒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翔誉千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特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六安市远大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市腾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华兴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池州盛和信拓输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亳州市谯城区海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安徽分公司

黄山市皖建起重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安徽裕隆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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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耀峰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备分公司

合肥中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合肥建工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盛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津利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水安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合肥钢铁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科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安徽澳星机电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科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省同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实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联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圣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圣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云杉机电有限公司

中轩明帆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常消建设有限公司

合肥东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皖信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达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金服工程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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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唐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安徽登高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波澜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省九鑫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匠鼎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派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晟丰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安徽三赢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明泽建设有限公司

中工汇泽有限公司

安徽幕凡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鲁盘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宝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广核新能源安徽有限公司

安徽省双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康柏绍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滨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芜湖高立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杰翔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水利顺安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蚌埠宏昌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蚌埠市和顺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蚌埠永发建设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安徽湘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维港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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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彬利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安徽中旭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元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昊诚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展鹏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中宇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迈科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宇晟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天浠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毅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青松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翔龙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淮北市盛荣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省金辉塔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高佳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淮北百卓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淮北万机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淮北永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庆市设备安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盈创石化检修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市铁神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黄山方圆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黄山新盛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坤平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黄山景泰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黄山鸿耀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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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中兴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阜南县天成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阜阳振刚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格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立棚起重机械租赁安装有限公司

全椒县永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安和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凤阳县鑫彪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万顺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滁州正和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滁州市鸿诚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省丰泰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全椒县鸿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定远县江诚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宇通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业祥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力士建机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升聚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六安顺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六安娇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天盈工程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六安强威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市安正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市众建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市安通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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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昊然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海安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红石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界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六安市荣鑫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六安市佳宝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宣城凯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宣城市万利建筑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宣城鼎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宣城市金鼎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海洋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宣城太达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宁国市新城建筑机械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巨龙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东力起重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安徽腾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睿广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亳州顺达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亳州市晨强安拆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中安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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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迈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旭日建筑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楚达建筑工程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溧阳市圣龙建筑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

安徽宝翔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长原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杰安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兴浩建设有限公司

六安市天兴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安徽中祥起重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诚发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