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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滨建建字〔2019〕4 号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公布二〇一八年度全市建筑施工

安全文明示范工地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开发区、高新区建设局，北海新区规划

建设局，市直及外地驻滨施工企业：

为认真贯彻省市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决策部署，

加快提升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有效防

范遏制施工生产安全事故,根据《山东省房屋市政施工安全文明

示范工地管理办法》(鲁建质安字〔2018〕16 号)，市住建局在

全市开展了 2018 年度建筑施工安全文明示范工地创建工作。

经企业申报、县（市、区）主管部门培育推荐的基础上，市

住建局组织复核、评审，确定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施工的“滨

州市民安佳苑 6#、7#、8#、9#楼及地下车库一期工程”等 69 个

工程（见附件）为 2018 年度建筑施工安全文明示范工地，现予

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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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主管部门、各施工单位要积极做好安全文明示范工地的

观摩宣传和保持提升工作，提高示范工地的带动效应。要认真落

实对安全文明示范工地信用记录等激励措施，大力支持工程参建

各方落实安全责任，强化防控措施，加快提升全市建筑施工安全

文明施工管理水平。

附件:全市2018年度建筑施工安全文明示范工地名单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2 月 1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1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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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2018年度建筑施工安全文明示范工地名单

县区
序

号
工程项目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筑面积

（M
2
)

项目经理

市 直

1
滨州市民安佳苑 6#、7#、8#、9#楼及地下车库一期

工程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0483 刘 强

2 滨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市中消防站执勤楼和附楼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4528 李 翠

3 悦海文苑 10#、11#楼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奥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4848 于泽吉

4 滨州市北海城市花园 16#、17#、18#住宅楼 山东清河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市工程建设监理处 50636 孙 朋

5 滨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滨州学院教师教育实习实训中心）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滨州市工程建设监理处 10728 蔺 伟

6 滨州市瑞府居住区 11#住宅楼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 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27428 刘荣刚

7 市西安康花园 26#楼 高青县田兴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市中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11460 刘庆学

8 市西安康花园 27#、28#楼 山东清河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市中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21388 顾守军

9
滨州颐高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 2#、4#、5#、6#、7#、

8#楼
山东苏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40000 司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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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滨州市喜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喜悦城）1#、2#、3#、

5#楼
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奥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8087 毕经纬

11
滨州中南•碧桂园·翡翠之光项目 1#综合楼、2#公寓

楼、5#、8#、9#、12#楼及地下车库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40409 张 斌

12
滨州中南•碧桂园翡丽之光 3#6#7#10#11#楼及地下车

库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振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87149 韩志顺

13 华滨公寓楼 A 座、B 座 山东栆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瑞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7998.93 杨 磊

滨城区

14
滨州京博儒苑上邦三期 38#、39#、40#、41#、42#、

46#楼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市工程建设监理处 125758 王德林

15 滨州市佳临花园住宅楼 9#、12#、16#、18#、20#楼 滨州市嘉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淄博永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1387 董晓录

16
滨州市凤凰华庭住宅小区 1#、2#、5#、6#、8#、11#

住宅楼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永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6133 张福永

沾化区

17 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第一实验学校综合楼 滨州市沾化区建筑公司 滨州市沾化区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6417 王青华

18 富源街道大王安置区 37#、39#住宅楼 滨州市沾化区建筑公司 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9097 张 青

19 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第二实验学校综合楼 滨州市沾化区诚信建筑公司 滨州市沾化区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5000 王海涛

20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医院金海岸住宅小区 1#住宅楼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滨州市沾化区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13831 贾洪忠

21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医院金海岸住宅小区 2#住宅楼 山东昌隆建工集团公司 滨州市沾化区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12059 孙美良

22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医院金海岸住宅小区 6#住宅楼 山东财源建工有限公司 滨州市沾化区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12020 曹安静

惠民县 23 惠民县孙武街镇中学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东方监理有限公司 37724 王向超



- 5 -

24 惠民县上海城 4#、5#楼 山东庆云众合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滨州鲁宏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0172 马梅峰

25 惠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档案楼工程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惠民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9806 魏玉建

26 惠民县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惠民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13082 朱旭东

27 凤凰城居住区 26#、27#楼 高青县田兴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振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1142 王相亭

28 凤凰城居住区 31#、32#楼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敬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801 朱全学

29
贾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滨州市中心医院结防院新宿

舍区 10#、13#、14#、15#、16#楼
山东惠民华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惠民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43650.99 郝福和

30
贾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滨州市中心医院结防院新宿

舍区 11#、12#楼
山东惠民谦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惠民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15920.77 郭玉生

31 惠民县上海城 6#楼 山东惠民瑞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鲁宏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9795.48 刘长国

32 惠民县橄榄郡 1#、6#、9#、10#、11#、15#住宅楼 山东苏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建设监理研究有限公司 68700 毕兴国

阳信县

33 阳信县流坡坞镇周商小学综合楼 山东省滨州乾元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阳信城建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3859 豆云增

34 阳信县文化中心（档案馆） 山东省城建工程集团公司
山东省阳信城建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6318 柯云香

35 滨州阳信得瑞·九龙湖壹号 D区 9#、10#楼 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阳信城建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36590 田 鹏

无棣县

36 无棣县中心医院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 山东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7008 孙立文

37 无棣县湖畔家园东湖苑 1#楼 山东省无棣县建筑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5684 徐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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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无棣县湖畔家园东湖苑 2#楼 山东省无棣县建筑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60 王秀春

39
无棣县棣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病房楼新建

项目
山东兴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455 孙瑞华

40 无棣县 2017 年棚户区改造馨雅小区 26#楼 山东省无棣县建筑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8359 高秀明

41
无棣县汇泰·海丰苑祥泰居 9#-12#楼住宅楼及地下

车库
山东省无棣县建筑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2601 常汝铜

博兴县

42
天元·皇家公馆三期 B17#、C15#、C16#、C17#、C18#

住宅楼及地下车库
山东省博兴县兴博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博兴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63198 王长海

43
天元·皇家公馆三期 B18、C19、C20#住宅楼及地下

车库
山东省博兴县新曹王建工有限公司 博兴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6454 郝宜晓

44
天元·皇家公馆三期 D1#、D2#、D3#住宅楼及地下车

库
山东省博兴县兴博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博兴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56647 王金杰

邹平市

45 黄山鼎都二期 D 地块 1#楼、1#沿街商业及地下车库 邹平泰兴工程施工有限公司 邹平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52089 郭曙光

46 邹平县九户镇河沟小学教学楼 邹平县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996 张贞辉

47 西王社区职工住宅楼 29#楼 山东西王建工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2239 郑长青

48 九臻森林 1#、17#、18#、19#住宅楼 邹平宏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8801 张 胜

49 恒兴金桂园小区 48#楼 邹平县中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962 王纪刚

50
长山镇茶棚村棚户区旧村改造项目 3#、4#、5#、6#、

7#楼
山东青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中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24447.24 甘 东

51 邹平天兴理想之城 14#、15#、16#楼及地下车库 淄博恒昌建工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57997.9 付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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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邹平天兴理想之城 1#、6#、7#楼、幼儿园及地下车

库
邹平县城鑫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9905.72 刘东亮

53
邹平天兴理想之城 10#、11#、12#、13#楼及地下车

库
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14012.24 张若军

54 邹平天兴理想之城 5#、9#楼及地下车库 济宁海丰城建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69457.71 梁衍安

55 东景学府 1#楼 山东邹平城里建筑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4414.89 夏应刚

56 东景学府 2#楼 邹平县商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8000 孙建林

57 东景学府 3#楼及地下车库 邹平宏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9718.7 刘辰星

58 天兴·湖光山色三期 19#住宅楼及地下车库 邹平市城鑫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5075.61 张加昌

59 天兴·湖光山色三期 20#住宅楼及地下车库 邹平县鄢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邹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900 王 肖

经济

开发区

60
海通·御墅蓝庭 35#、36#、53#、55#、59#、60#、

67#、68#、72#、73#楼
东营天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振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2337 燕保国

61 滨州市玉龙苑小区 10#11#楼 山东滨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振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8671 李 敏

62 黄河三角洲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基地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0382 田占军

高新区

63 滨州高新区龙禧御苑二期 28#、29#、30#、31#楼 滨州市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高新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2163 王经华

64 山东滨州龙成置业有限公司龙城名郡 F1#、F3#楼 山东滨州盛豪水利建安有限公司 滨州高新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1320 赵 南

北海新区 66
恒基山庄（一期）8#、9#、10#、30#、31#、34#、35#、

37#、38#、40#、41#住宅楼、44#公建
山东省无棣县建筑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54049 孟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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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恒基山庄（一期）28#、29#、32#、33#、36#、39#、

42#楼
山东省无棣县建筑公司 无棣县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28349 孟令军

67 玉泰花园二期 淄博嘉隆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同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6640 柴树刚

68 北海壹号小区 11#、15#、20#住宅楼 滨州振华建筑有限公司 滨州市工程建设监理处 18269 崔 青

69 北海壹号一期 9#住宅楼 滨州北海新区鲁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工程建设监理处 7214 姚延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