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江苏省交通建设有功集体”拟表彰对象名单 

 

1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 南京市航道事业发展中心 

3 南京市栖霞区交通运输局 

4 南京市江宁区交通运输局 

5 南京市六合区交通运输局 

6 南京市高淳区交通运输局 

7 无锡市交通运输局 

8 江阴市交通运输局 

9 惠山区交通运输局 

10 徐州市交通运输局 

11 睢宁县交通运输局 

12 徐州市铜山区交通运输局 

13 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4 金坛区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处 

15 溧阳市交通工程建设事业发展中心 

16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17 苏州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 常熟市交通工程管理处 

19 昆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20 江苏港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21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2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23 南通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4 南通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村公路科 

25 连云港港 30万吨级航道建设指挥部 

26 连云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7 
连云港港徐圩港区液体散货区公共配套起步工程（管廊部

分）项目经理部 

28 连云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9 淮安市交通运输局 

30 淮安市交通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31 金湖县交通运输局 

32 盐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 盐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34 盐城市大丰区交通运输局 

35 江苏响水港集团有限公司 

36 扬州市交通运输局 

37 扬州市航道管理处 

38 江都区交通运输局 

39 镇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40 镇江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41 丹阳市交通运输局 

42 兴化市交通运输局 

43 泰州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处 

44 靖江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计划科 

45 宿迁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计划处 

46 宿迁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47 宿豫区交通运输局 

48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无锡邮区中心局 

49 江苏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 



50 江苏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铁道处） 

51 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52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 

53 江苏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 

54 江苏省审计厅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处 

55 宿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56 张家港海事局 

57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计划处 

58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 

59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 

60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61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科 

62 江苏省铁路办建设工程管理处 

63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计划处 

64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质量安全技术处（总工室） 

65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66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67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规划研究中心 

68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69 徐州市铁路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70 苏州市地方铁路建设办公室 

71 南通市海门区宁启铁路二期工程建设服务指挥部 

72 盐城市铁路建设办公室 

73 扬州市地方铁路建设办公室 

74 宿迁市铁路事业发展中心 

75 南京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 



76 苏北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77 淮安市淮安区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78 徐连铁路四电系统集成项目经理部 

79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80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81 南通市海启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82 常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83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厅局级） 

84 泰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85 无锡市高速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86 扬州市公路建设处 

87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8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9 江苏润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0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1 中路交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 徐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93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T1航站楼改扩建办公室 

94 连云港花果山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5 南通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96 盐城南洋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97 太仓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98 苏州市水运工程建设指挥部 

99 南通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100 泰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附件2 

 

 “江苏省交通建设功臣”拟表彰对象名单 

 

1 罗  睿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2 汤世春 南京市溧水区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3 周  畅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工程技术处副处长（正高级工

程师） 

4 顾建波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管理科副科长 

5 戚兆臣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桥隧工程一处处长（正高级工

程师） 

6 王  鹏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路科副科长 

7 钱  渊      宜兴市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处书记（高级工程师） 

8 许青凯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9 董红宇     
无锡市滨湖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雪浪中队中

队长兼局建设管理科（综合计划科）主要负责人 

10 俞  磊   徐州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处处长 

11 林春龙    邳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党委书记 

12 陈  君   徐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计划处处长 

13 潘荣根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处处长 

14 薛  华   
常州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高级

工程师） 

15 马  恒   
常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 

16 马文欣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17 严  锴   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管理科科长 

18 刘  悦   苏州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 



19 张尉斌   
苏州交投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

助理、项目办主任 

20 孙国宝  苏州市吴中区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 

21 李  明   
苏州相城区交通工程和市政道路质量监督中心主任（高

级工程师） 

22 朱建华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处处长 

23 朱  旻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计划处处长 

24 陆勤成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基础设施处副处长 

25 曹  健    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26 陈志明   南通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27 蔡  辉   
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二级调研员、连云港港 30万吨级

航道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 

28 仲伟涛   
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29 方利鹤 连云港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30 韩  波   连云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科副科长 

31 蔡晓斌 淮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32 钟  鑫   淮安区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33 杨成楼 盐城综合客运枢纽项目部副主任 

34 顾  勇   盐都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35 顾俊旺   盐城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科长 

36 岳  雷   中铁四局徐盐铁路项目部经理 

37 屠春荣 宝应县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38 吉增晖 
扬州西外环路建设工程指挥部项目管理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 

39 陈文华   扬州市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副站长（高级工程师） 

40 陈爱文 扬州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计划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41 吴迎春 句容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42 张庆荣 扬中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43 孙晓方 丹阳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计划科科长 

44 马庆生   泰州市交通运输局一级调研员 

45 朱为民   泰兴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46 万  茜   泰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 

47 马成刚 宿迁市铁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48 罗东志   
宿迁市高速铁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49 谢  成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科员 

50 叶绍芳   江苏省委办公厅经济处处长 

51 姚  洲   江苏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综合科科长 

52 邵  军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 

53 葛敏霞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一级主任科员 

54 王黎明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55 周向华   江苏省水利厅生态河湖处副处长 

56 秦灏如   江苏省审计厅派出审计五处副处长 

57 戚阳艳   江苏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科长 

58 雷轶卿   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 

59 姚诚钰   南京海事局四级主办 

60 史光周   镇江海事局四级主办 

61 张海达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三级调研

员 

62 朱晓磊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副处长 

63 李  峰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处副处长 

64 秦义林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 

65 王健全   江苏省铁路办公室规划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 



66 晁  民    江苏省铁路办公室财务处（审计处）一级主任科员 

67 蔡  远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科长 

68 李强明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建设管理科副科

长（正科级） 

69 薛  宏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管理科高级

工程师 

70 唐蓓华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项目指挥（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71 夏文俊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项目指挥（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72 刘世同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质量安全技术处（总工室）副处

长（主持工作）（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73 车志强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74 杨竞帆   南京市地方铁路发展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75 张正跃   无锡市交通运输局铁路处处长 

76 严柏林   崇川区市政和绿化管理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 

77 祝  辉   连云港市铁路办规划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78 赵知春   淮安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市铁路办主任 

79 张贵忠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管中心沪通长江大桥建

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80 陈增元   沪宁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81 黄永铭   常州市铁路民航事务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82 高小红   
泰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大队长（高级工程

师） 

83 王建元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部长 

84 郭东浩 江苏交通控股有有限公司发展改革事业部副部长 

85 蒋振雄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局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86 潘卫育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项目指挥（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87 沈德才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正高级经济师 

88 庞建国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交通建设一处处长 

89 黄  钢   
泰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科副科长、泰州市高速公

路建设指挥部建兴项目办主任 

90 曹建中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91 裴义婷 盐城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盐丰高速公路现场总指挥 

92 俞科峰   常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溧高项目办主任 

93 侯  辉   镇江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现场指挥 

94 陈言言   徐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工程处副处长 

95 周群雄   宜兴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96 陈斯宁   宿迁市铁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97 赵  健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副部长兼南京禄口

国际机场 T1航站楼改扩建办公室总工程师 

98 王建南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高级经济师） 

99 张  磊 
太仓四期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党支部书记

（高级工程师） 

100 刘曙明  扬州市航道管理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