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关于表彰协会功勋会员的决定 

 

关于表彰四十周年协会功勋会员的决定 

 

2021 年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成立 40 周年，在协会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批会员企业，顺应国家和行业发展

大势，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坚持科技创新，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长期以来，不管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如何变化，都

始终能够忠实履行会员义务，积极参加协会活动，尽心尽力

支持协会工作。他们是支撑协会发展和行业进步的重要力

量。 

根据“中建金协【2021】44 号”文的要求，协会认真组

织了“协会四十周年功勋会员”的评选活动。经认真选拔、

公开征求意见、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审定，最终推选出圣春散

热器有限公司等 122家公司为“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功勋会员”

（名单见附表）。 

经协会研究，决定在建筑金属结构行业内对“协会功勋

会员”给予表彰和宣传，希望获此殊荣的会员企业不忘初心，

珍惜荣誉，继续当好协会的坚强后盾，为提升协会的服务能

力，推动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续写新的篇章。 

附表：“功勋会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功勋会员 

（排名不分先后） 

1.  葫芦岛市金星暖气片厂 2.  河南乾丰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天津长虹工业有限公司 4.  山东沃利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长江散热器有限公

司 

6.  
天津马丁康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7.  河北祥和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8.  北京派捷暖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  高密邦泰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10.  兰州陇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11.  浙江努奥罗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洛阳市秦岭暖气片有限公司 

13.  陕西长岭实业有限公司 14.  唐山大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5.  辽宁吉水散热器有限公司 16.  广东太阳花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17.  哈尔滨帽儿山暖气片有限责任公司 18.  山东鑫华星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19.  山东双泉散热器有限公司 20.  圣春散热器有限公司 

21.  山西清徐学栋散热器有限公司 22.  北京三叶散热器厂 

23.  林州市春晖散热器有限公司 24.  重庆华厦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25.  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7.  中建五洲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28.  上海通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9.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30.  徐州中煤百甲重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32.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3.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 

34.  美联钢结构建筑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35.  昆明三合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36.  江苏新蓝天钢结构有限公司 

37.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38.  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9.  浙江越宫钢结构有限公司 40.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41.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42.  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 

43.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44.  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5.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46.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47.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8.  
东方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  河南亚鹰钢结构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50.  沈阳中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51.  巴特勒（上海）有限公司 52.  多维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53.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4.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55.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56.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57.  广东永泉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58.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9.  浙江迪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常州窗友塑胶有限公司 

61.  格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62.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63.  广东澳利坚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64.  青岛立兴杨氏门窗配件有限公司 

65.  春光五金有限公司 66.  中山联和强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67.  广东合和建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68.  浙江省瑞德建筑五金有限公司 



69.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0.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 72.  泰诺风保泰（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73.  上海杰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74.  AAG 亚铝 

75.  北京和平铝业有限公司 76.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77.  佛山市顺德区金工铝门窗机械实业有

限公司 

78.  北京西飞世纪门窗幕墙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79.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80.  中山盛兴股份有限公司 

81.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82.  郑州中原思蓝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83.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84.  济南天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85.  上海高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86.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87.  柯梅令（天津）高分子型材有限公司 88.  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 

89.  大连声光塑胶有限公司 90.  山西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1.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92.  维卡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93.  哈尔滨华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94.  安徽科苑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95.  江苏联盟化学有限公司 96.  武汉鸿和岗科技有限公司 

97.  大连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8.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  天津开发区金鹏塑料异型材制造有限

公司 

100.  
昌吉市山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01.  河北雄发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2.  东营大明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3.  河北胜达智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04.  浙江中财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105.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

公司 

106.  
山西惠丰型材有限公司 

107.  洛阳市建园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108.  青岛崂塑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109.  上海德硅实业有限公司 110.  哈尔滨中大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葫芦岛辽建塑窗有限责任公司 112.  济南德佳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113.  新疆蓝山屯河型材有限公司 114.  深圳市水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5.  北京万华阳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16.  杭州西湖喷泉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117.  天津大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18.  中创环艺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19.  广东联盛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20.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21.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2.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附件 2.关于表彰行业突出贡献企业和新星企业的 

 

关于表彰“行业突出贡献企业和新星企业”的决定 

 

2021 年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在协会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

行业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会员企业。这些会员企业，顺应国家

和行业发展大势，坚持科技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取得

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他们勇于开拓创新，善于经营管理，

热心公益事业，为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还有一些新兴企业，

适应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

企业增长动力强劲，发展潜力巨大，是真正的新星企业。 

在协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范，推

动行业快速健康发展，经协会成立 40 周年活动领导小组提

议，报经常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在会员企业中组织开

展“协会四十年行业突出贡献企业和新星企业”的推选活动。

根据“中建金协【2021】44 号”文的要求，经民主推荐、专

业评审、公开征求意见、领导小组审定，最终推选出天津友

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38 家会员企业为“协会四十周

年行业突出贡献企业” （名单见附表），河南科饶恩门窗

有限公司公司等 36 家会员企业为“协会四十周年行业新星

企业” （名单见附表）。 

经研究，决定在全国建筑金属结构行业内对获得上述两

项荣誉的企业予以通报表彰和大力宣传。希望广大会员企业



认真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

力；希望获得表彰的企业继续发扬成绩，持续做好开拓创新

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为企业提质增效和行业健康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附表：“行业突出贡献企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行业新星企业”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行业突出贡献企业 

（排名不分） 
1.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步阳集团有限公司 

3.  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4.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河南亚鹰钢结构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6.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8.  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10.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  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12.  湖南金海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15.  华星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16.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7.  徐州东大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18.  山东萌山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19.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 20.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21.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22.  沈阳中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23.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有限公司 24.  杭州恒达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5.  浙江越宫钢结构有限公司 26.  东方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28.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29.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30.  沈阳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31.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32.  多维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33.  上海通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4.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35.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36.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37.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38.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39.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40.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1.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42.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3.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4.  
山东鑫华星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45.  天津马丁康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46.  辽宁吉水散热器有限公司 

47.  兰州陇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48.  北京圣火采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49.  北京派捷暖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0.  赤峰暖捷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51.  江苏昂彼特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2.  圣春散热器有限公司 

53.  唐山大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4.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55.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6.  AAG 亚铝 



57.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 58.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59.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60.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61.  上海杰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62.  郑州中原思蓝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63.  佛山市顺德区金工铝门窗机械实业有

限公司 

64.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65.  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 66.  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67.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8.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69.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71.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72.  广东新合铝业新兴有限公司 

73.  泰诺风保泰（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

司 

74.  
济南天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75.  天津北玻玻璃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76.  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 

77.  安徽欣叶安康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78.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79.  维卡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80.  浙江中财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81.  大连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2.  东营大明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83.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

公司 

84.  
哈尔滨华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85.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春光五金有限公司 

87.  宁波新安东密封保温系统有限公司 88.  广东合和建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89.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90.  江苏金秋竹集团有限公司 

91.  无锡旭峰门业制造有限公司 92.  江苏德普尔门控科技有限公司 

93.  福建安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4.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北京凯必盛自动门技术有限公司 96.  上海乘方自动门科技有限公司 

97.  松下电器机器（北京）有限公司 98.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  浙江先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00.  富丽凯（北京）供热设备有限公司 

101.  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  南昌长城空调专业有限公司 

103.  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104.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105.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广州迪森家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07.  安徽安泽电工有限公司 108.  厦门海源泵业有限公司 

109.  广东永泉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110.  博纳斯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111.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112.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13.  河北兴华铸管有限公司 114.  广州市合信方园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115.  北京特高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116.  吉博力（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17.  北京华夏源洁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118.  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 

119.  沪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0.  山西泫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1.  玫德雅昌集团有限公司 122.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23.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126.  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128.  浙江大爱窗饰有限公司 

129.  江苏中煤电缆有限公司 130.  宁波佳音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1.  陕西东方经典实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32.  杭州西湖喷泉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133.  天津大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34.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35.  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 136.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137.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138.  好享家舒适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新星企业 

（排名不分） 
1.  浙江星月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2.  金凯德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3.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4.  山东经典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郑州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7.  瑞特格供暖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8.  北京圣劳伦斯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9.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大连恒宝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  广东高登铝业有限公司 12.  兴三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13.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14.  河南科饶恩门窗有限公司 

15.  阿鲁特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16.  极景门窗有限公司 

17.  浙江久易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山东锐泽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广东金嘉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  无锡林特门业科技有限公司 

21.  广东金鸿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  南京菲勒自动门制造有限公司 

23.  江西奋发科技有限公司 24.  广东坚宜佳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25.  浙江利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6.  高碑店市联通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27.  山东华立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28.  广东双兴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29.  江苏众信绿色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30.  广东东方管业有限公司 

31.  森翡瑞（上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32.  常州霸狮腾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33.  杭州奇峰电动窗饰有限公司 34.  江阴五岳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35.  杭州摇头龙科技有限公司 36.  浙江泰尔塑业有限公司 

 



 

附件 3.关于表彰行业卓越企业家的决定 

 

关于表彰行业卓越企业家的决定 
    

2021年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成立 40 周年，伴随协会 40 年

的发展，行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推动行业可持

续健康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

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

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行业竞争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中建金协【2021】44号”文的要求，经民主推荐、专业

评审、公开征求意见、领导小组审定，最终评出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戴立先等 139名同志为“建筑金属结构行业卓越企业家”（名单见

附表）。以他们为代表的行业精英依托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忍不拔的

意志、开拓创新的能力、胸怀大局的品格，推动了所在领域的不断进

步与辉煌，培养了一批批行业新人，奠定了协会相关行业由高速发展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坚实基础。 

为营造行业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

发挥企业家的作用，经协会研究，决定在全行业内对“行业卓越企业

家”给予公开表彰和大力宣传。希望获得表彰的企业家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附表：“行业卓越企业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行业卓越企业家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曹宝华 春风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戴立先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3.  方朝阳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郭明明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5.  李茂津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李祖芹 广州迪森家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7.  刘海韵 上海杰思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8.  马俊清 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9.  倪海琼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10.  单银木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11.  王晓波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12.  吴维光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13.  谢晓东 广东合和建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14.  徐步云 步阳集团有限公司 

15.  许志伟 大连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  杨俊斌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7.  杨学永 天津马丁康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18.  虞节玉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张穆强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0.  周韩平 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1.  王义堂 北京派捷暖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2.  吴茂原 兰州陇星集团 

23.  杨刚 北京圣劳伦斯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24.  于克跃 唐山大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5.  宋岷桦 江苏昂彼特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6.  吴剑斌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王晓谦 辽宁吉水散热器有限公司 

28.  吕同鑫 山东鑫华星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29.  王丰 北京圣火采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30.  王恒鳌 大连恒宝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1.  丁胜 赤峰暖捷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2.  王定山 北京市三叶散热器厂 

33.  王立 富丽凯（北京）供热设备有限公司 

34.  程日启 南昌长城空调专业有限公司 

35.  邱步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36.  程乃亮 安徽安泽电工有限公司 

37.  马君 宏岳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  陈立楠 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39.  陈利新 金凯德集团有限公司 

40.  王晖 浙江星月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41.  王跃斌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余静渊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  刘玉林 高碑店市联通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44.  王荣辉 博纳斯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45.  柴为民 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 

46.  周可新 河北兴华铸管有限公司 

47.  刘永 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8.  黄靖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49.  李习洪 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50.  姚统 浙江迪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李政宏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2.  陆萍 吉博力（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53.  宛金晖 北京禹辉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54.  赵秀英 北京华夏源洁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55.  梁伟健 广州市合信方园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56.  林津强 广东东方管业有限公司 

57.  孟宪虎 江苏众信绿色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58.  李铁良 新兴铸管集团邯郸新材料有限公司 

59.  黄建聪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  杨伟芳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陈工力 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  许金勇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63.  段东升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64.  骆银昌 浙江越宫钢结构有限公司 

65.  李亚东 徐州东大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66.  陈铎 河南亚鹰钢结构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67.  苗树文 山东经典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魏龙柱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 

69.  蒋金生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70.  李旭禄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有限公司 

71.  罗剑锋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72.  刘吉诚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73.  唐世举 山东美达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  陈兴大 华星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75.  游志文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76.  王安华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77.  多维宽 多维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78.  孙顺利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9.  武士炯 上海通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0.  王宇伟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81.  刘保忠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2.  朱新颖 徐州中煤百甲重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  张枫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84.  白宾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85.  周永麟 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6.  朱立新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7.  张海峰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88.  宋彪 沈阳中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89.  王延智 山东聊建现代建设有限公司 

90.  多跃刚 东方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  于东云 沈阳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92.  唐兵传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93.  李分规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94.  张军 山东萌山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95.  赵军勇 北京诚栋国际营地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96.  陈明谈 江西奋发科技有限公司 

97.  林普光 春光五金有限公司 

98.  鲍永林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99.  胡爱华 浙江德圣龙窗帘有限公司 

100.  俞彬军 浙江大爱窗饰有限公司 

101.  邝焯珍 广亚铝业有限公司 

102.  高琦 天津北玻玻璃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103.  许琳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4.  何顺昌 佛山市顺德区金工铝门窗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105.  邹珍凡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6.  王有治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熊建伟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108.  李伟萍 广东伟业铝厂集团有限公司 

109.  牟永来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110.  邝汇 AAG亚铝 

111.  李其真 广东新合铝业新兴有限公司 

112.  田家玉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113.  屠世顺 兴三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114.  张德恒（已故） 郑州中原思蓝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15.  周倩 济南天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16.  何永富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117.  白宝鲲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18.  周昱 杭州西湖喷泉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119.  刘刚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20.  石磊 天津大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21.  郑立克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122.  曹玲 天津开发区金鹏塑料异型材制造有限公司 

123.  李小虎 极景门窗有限公司 

124.  肖敏 江苏赛迪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25.  叶长清 安徽欣叶安康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126.  王龙洋 河南科饶恩门窗有限公司 

127.  程田青 山西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8.  李敬芳 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129.  所世刚 阿鲁特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130.  朱江峰 浙江泰尔塑业有限公司 

131.  郭占庚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132.  刘王雍杰 福建安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  金国建 广东金鸿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4.  余家红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5.  陈标明 广东金嘉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6.  王跃进 上海乘方自动门科技有限公司 

137.  杨怡炜 无锡旭峰门业制造有限公司 

138.  刘润根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9.  陈波 浙江先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4. 关于表彰行业工匠的决定 

 

关于表彰行业工匠的决定 
 

2021年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成立40周年，在协会40

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绩。

行业已经构建了完善的人才培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已成为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协会服务的建筑门窗、幕墙、

钢结构、舒适家居、给水排水等专业领域内，涌现出一批在

工作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攻坚克难、成果显著的能工巧

匠。 

为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倡导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的品质精神，在庆祝协会成立40周年之际，协会组织

了 “行业工匠”的评选活动，按照“中建金协【2021】44

号”文的要求，经单位推荐、专业评审、公开征求意见、评

选领导小组审定，最终评出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王从

章等101名同志为“行业工匠”（名单见附表）。   

协会决定，在全行业内对获得“行业工匠”的同志给予

公开表彰和大力宣传。希望获奖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能

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把宝贵的工

匠精神和精湛技艺传承下去，为推动建筑金属结构行业的高

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表：“行业工匠”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行业工匠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刘盈 建研院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2.  王文兵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3.  何慧文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4.  霍达文 广东永泉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5.  王从章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6.  寻知磊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7.  王瑞清 东营大明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8.  王宏伟 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9.  闫文胜 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10.  杨东清 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 

11.  张明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胡相伟 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13.  徐俊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14.  李胜军 东营大明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5.  徐晗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16.  赵彬 浙江越宫钢结构有限公司 

17.  程瀛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 

18.  冯清川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19.  陆建新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0.  刘峰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  王凯伟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吴春峰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张明亮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4.  姚宝泉 柯梅令（天津）高分子型材有限公司 

25.  林坤华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6.  罗正林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幕墙分公司 

27.  段坤朋 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 

28.  申永峰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郭继伟 高碑店市联通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30.  陈小伟 平阳县鹏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31.  杨宝明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 

32.  陈思礼 河南亚鹰钢结构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33.  赵月平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34.  陆进斌 江苏华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5.  任相福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6.  赵华 上海高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37.  黄妙军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38.  李道杰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宋在连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李杰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杨怀锋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2.  张正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王春留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  吕品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杨凯麟 山东沃利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46.  洪龙岭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47.  黄志强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8.  张小琴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49.  孙苏生 杭州大力瑶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0.  张灿明 河北雄发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  黄绍泉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52.  吕亚军 埃梯梯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53.  童鹏飞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4.  秦文刚 河南亚鹰钢结构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55.  董华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6.  张伟 浙江久易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张宝燕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8.  马志祥 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59.  胡学庆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60.  赵庆科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61.  龚高石 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2.  吕文学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63.  田永刚 新福兴玻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4.  张晓龙 济南随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5.  吴会超 多维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66.  吴志新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67.  孙荣刚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68.  汪大双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69.  李立武 徐州中煤百甲重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  蒋先平 杭州奇峰电动窗饰有限公司 

71.  刘敏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 

72.  蔡周县 杭州西湖喷泉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73.  李彬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4.  俞荣华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黄大胜 广东新合铝业新兴有限公司 

76.  冯国辉 山东高速莱钢绿建发展有限公司 

77.  杨凡 上海通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8.  王善文 徐州中煤百甲重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张晓琦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80.  林志辉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  程朝近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  崔可忠 圣春散热器有限公司 

83.  崔正峰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4.  武春艳 廊坊中建机械有限公司 

85.  朱利军 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6.  王海 天津海瑞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7.  姚金煜 江苏昂彼特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8.  邵炬 西安合生拓普科技有限公司 

89.  张毅 沈阳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90.  蔡海 天津市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91.  邢德岗 山东聊建现代建设有限公司 

92.  周国青 山东锐泽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邱永刚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94.  宋志田 上海乘方自动门科技有限公司 

95.  刘克敏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96.  戴超虎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97.  王兆福 北京诚栋国际营地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98.  牟连宝 北京诚栋国际营地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99.  李星 安捷诚栋国际集成房屋（北京）有限公司 

100.  吴旗连 浙江国星钢构有限公司 

101.  杨宗玉 天津马丁康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附件 5. 关于表彰行业优秀专家的决定 

 

关于表彰行业优秀专家的决定 
 

2021 年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成立 40 周年，伴随协

会的发展，行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推

动行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促进行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中，

行业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科技水平高、研究成果显著、

成果转效明显、实践经验丰富，对技术精益求精，是行业科

技创新的推动者、实践家和领军人。 

根据“中建金协【2021】44 号”文的要求，协会认真组

织了“行业优秀专家”的评选活动。经单位或个人推荐、专

业人员评审、公开征求意见、评选领导小组审定，最终评出

重庆大学周绪红等 137 名同志为“行业优秀专家”（名单见

附表）。 这些专家在建筑金属结构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

重大项目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标准编制和人才团队培

养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的引领作用，

为全行业经济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专家队伍

中的优秀代表。  

协会决定，在全行业内对“行业优秀专家”给予通报表

彰和大力宣传。希望获奖专家不忘初心，再接再厉，把荣誉

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发挥研发、引领、辐射、带头作用，努



力取得更大成绩，为推动建筑金属结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高

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附表：“行业优秀专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行业优秀专家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周绪红 重庆大学 

2.  聂建国 清华大学 

3.  严建新 富新泰丰门业有限公司 

4.  潘福 北京米兰之窗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5.  余静渊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魏承榜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史建刚 江苏贝特自动门技术有限公司 

8.  欧阳辉 福建安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张景峰 亚萨合莱自动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10.  曾晓武 深圳市建筑门窗幕墙学会 

11.  石民祥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王德勤 北京德宏幕墙技术科研中心 

13.  杜继予 深圳市新山幕墙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4.  胡忠明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5.  刘忠伟 北京中新方建筑科技研究中心 

16.  花定兴 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  常文盛 辽宁雨虹门窗有限公司 

18.  陈祺 维卡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19.  黄卫 维卡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20.  陈振伟 沈阳瑞得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21.  程先胜 大连实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究院 

22.  窦永智 陕西省建筑设备与门窗协会 

23.  李培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王林 斯图尔茨机器（济南）有限公司 

25.  王永兵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6.  董重成 哈尔滨工业大学 

27.  路宾 中国建研院建筑环境与能源研究院 

28.  齐嘉卉 国家散热器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29.  李忠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30.  

谷秀志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 

31.  司洪庆 圣春散热器有限公司 



32.  魏群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33.  刘贤才 北京城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4.  任自放 江阴大桥（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35.  陈友泉 杭萧钢构（江西）有限公司 

36.  杨德洪 原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  贺明玄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8.  曹平周 河海大学 

39.  朱丹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40.  罗永峰 同济大学 

41.  郭彦林 清华大学 

42.  张爱林 北京工业大学 

43.  李海旺 太原理工大学 

44.  冯远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肖瑾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46.  舒兴平 湖南大学 

47.  石永久 清华大学 

48.  顾军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9.  王元清 清华大学 

50.  束伟农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1.  杨蔚彪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2.  童根树 浙江大学 

53.  孙彤 山东省冶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54.  朱勇军 CCDI 悉地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55.  周学军 山东建筑大学 

56.  陈志华 天津城建大学/天津大学  

57.  周观根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58.  韩林海 清华大学/广西大学 

59.  李洪求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60.  林冰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61.  胡新赞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2.  申林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3.  孙顺利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4.  陈振明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65.  邓再春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66.  完海鹰 合肥工业大学 

67.  刘尚蔚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68.  曾志攀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9.  高乃社 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0.  朱华 安徽省钢结构协会 

71.  吴一红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2.  唐仙强 金凯德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73.  刘金荣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74.  王燕 青岛理工大学 



75.  吴旗连 浙江国星钢构有限公司 

76.  支崇铮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范重 中国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8.  张伟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9.  郭满良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0.  方鸿强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81.  顾于 四川汇源钢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  王立军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3.  李国强 同济大学 

84.  严洪丽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85.  张文学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工程研究院 

86.  张强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7.  吴梓玮 美建建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88.  乔聚甫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张艳明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0.  黄刚 中国建筑股份公司技术中心 

91.  丁洁民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92.  彭耀光 澳门建筑业协会 

93.  温四清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94.  顾  强 苏州科技学院 

95.  刘琼祥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96.  张跃峰 北京和筑科技有限公司   

97.  沈家文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8.  欧阳超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99.  刘洪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00.  乐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1.  刘景凤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102.  王伟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03.  杜万明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04.  赵本军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105.  杨颖 上海佰辰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6.  岳鹏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107.  张存民 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 

108.  张保红 山东爱客多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109.  邓有源 中国恩菲工程有限公司 

110.  徐伟 中国建研院建筑环境能源研究院 

111.  王启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112.  周敏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3.  陈英华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114.  韩安伟 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115.  黄建设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6.  黄显奎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117.  廖志芳 博纳斯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118.  刘丰年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19.  王研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0.  吴克建 山西泫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1.  赵锂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2.  赵力军 广州市设计院 

123.  严荣杰 宁波杰克龙精工有限公司 

124.  王朝阳 宁波华成阀门有限公司 

125.  柴为民 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 

126.  陈建 青岛豪德博尔实业有限公司 

127.  程宏伟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8.  高胜华 维格斯（上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129.  杨伟芳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  张红斌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131.  邹永刚 佛山市顺德区意艾蒲电器有限公司 

132.  付军勇 武汉凌和科技有限公司 

133.  卢军 重庆大学 

134.  张喜臣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135.  邱铭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136.  刘会涛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137.  阎强 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 6.关于表彰行业公益模范企业的决定 

 

关于表彰扶贫/抗疫/抗洪模范单位的决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成立四十年来，在反映企业诉

求、规范行业行为、提供双向服务、引领行业发展等方面，

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大批会员企业在努力做好企业自身经营

发展的同时，还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近年来，在国家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抗洪抢险

等活动中，我会会员勇于担当，贡献突出，涌现出了许多先

进典型。 

根据“中建金协【2021】44 号”文的要求，协会认真组

织了“行业扶贫/抗疫/抗洪模范单位”的推选活动。经单位

申报、协会核实、专业评审、公开征求意见、领导小组审定，

最终评出步阳集团有限公司等 36家公司为“扶贫模范单位”，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23 家公司为“抗疫模范

单位”，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等 73 家公司为“抗洪模

范单位”（名单分别见附表）。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鼓励担当社会责任，经研究，

决定对上述公益模范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和大力宣传，同时号

召全体会员认真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发扬他们无私奉献的

精神，以实际行动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附表：“扶贫模范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抗疫模范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抗洪模范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公益模范单位 

扶贫模范（排名不分先后） 

1.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2.  步阳集团有限公司 

3.  山东经典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山西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6.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9.  北京圣劳伦斯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10.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2.  上海通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4.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15.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有限公司 16.  杭州西湖喷泉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17.  沪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9.  河南乾丰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兰州陇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21.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22.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7.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 28.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济南迈克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30.  北京圣火采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31.  厦门海源泵业有限公司 32.  江苏华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3.  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4.  锋泾（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35.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6.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抗洪模范（排名不分先后） 

1.  浙江利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3.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4.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5.  天津北玻玻璃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6.  浙江德圣龙窗帘有限公司 

7.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10.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北京圣劳伦斯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12.  多维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13.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4.  济南迈克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15.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有限公司 16.  锋泾（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17.  郑州中原思蓝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8.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9.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21.  埃梯梯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22.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3.  柜族集团（广东爱上柜族集成房屋有

限公司） 

 
 

 

抗疫模范（排名不分先后） 

1.  浙江利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  兰州陇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3.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4.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6.  好享家舒适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7.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8.  廊坊中建机械有限公司 

9.  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10.  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公司 14.  沈阳中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15.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16.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东营大明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8.  多维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19.  浙江中财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20.  沈阳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21.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圣春散热器有限公司 

23.  北京诚栋国际营地集成房屋股份有限

公司 

24.  柜族集团（广东爱上柜族集成房屋有限公

司） 

2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26.  北京浩石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27.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28.  中集模块化建筑投资有限公司 

29.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30.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31.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有限公司 32.  山东萌山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33.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扬州通利冷藏集装箱有限公司 

35.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  潍坊亨利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37.  埃梯梯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38.  北京宏联众轻钢结构房屋有限公司 

39.  河北雄发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  中建集成建筑有限公司 

41.  山东万事达建筑钢品股份有限公司 42.  北京圣劳伦斯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 

43.  济南迈克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44.  江苏华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5.  厦门海源泵业有限公司 46.  锋泾（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47.  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8.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武汉大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50.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51.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2.  浙江泰尔塑业有限公司 

53.  步阳集团有限公司 54.  浙江德普莱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56.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57.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58.  上海朴勒室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59.  山西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  宁波奈兰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61.  金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2.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63.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64.  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 

65.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66.  
兰舍通风系统有限公司 

67.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68.  赫为科技有限公司 

69.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70.  广东百朗新风系统有限公司 

71.  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3.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 7.协会优秀合作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优秀合作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1.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能源

研究院 

2.  哈尔滨工业大学寒地建筑科学与工程研

究中心 

3.  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材料测

试部） 

4.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5.  国家散热器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6.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燃气采暖热水炉商会 8.  暖立方（北京）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9.  龙飞天国际广告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 

10.  
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 

11.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燃气分会燃气供热

专业委员会 

12.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

员会 

13.  
中展智奥（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14.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与市政工

程产品应用分会 

15.  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 16.  上海通用机械行业协会 

17.  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协会 18.  建研院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9.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20.  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 22.  无锡市建设机械金属结构协会 

23.  广州城博建科展览有限公司 24.  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业协会 

25.  天津市钢结构幕墙和门窗协会 26.  上海市建筑五金门窗行业协会 

27.  辽宁省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28.  吉林省建筑节能门窗协会 

29.  山东省建设机械协会 30.  安徽省门窗幕墙协会 

31.  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房地产与物

业分会 

3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协会门

窗幕墙专业委员会 

33.  河北省建筑材料设备质量监督检验站

（河北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34.  新疆西北产品质量检测研究中心（北京金

质华信认证有限公司） 

35.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6.  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37.  新疆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8.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9.  山东建筑大学门窗与幕墙研究所 40.  浙江中国科技五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41.  永康市门业协会 42.  陕西省建筑设备与门窗协会 

43.  漳州市电动门窗行业协会 44.  佛山市自动门行业协会 

45.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46.  北京钢结构行业协会 

47.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48.  天津市钢结构协会 

49.  广东省钢结构协会 50.  江苏省建筑钢结构混凝土协会 

51.  河南省钢结构协会 52.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 

53.  山西省钢结构协会 54.  安徽省钢结构协会 

55.  浙江省钢结构行业协会 56.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协会 

57.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58.  湖南省安装行业协会 

59.  湖南省钢结构绿色建筑行业协会 60.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金属结构与建材分会 



61.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62.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BMT） 

63.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能科

技幕墙门窗研究中心 

6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65.  中联慕尼（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66.  四川省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67.  苏州市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68.  甘肃省建筑金属结构与门窗协会 

69.  贵州省建筑门窗幕墙产业协会 70.  中国冶金报社 

71.  中华建筑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