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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准予李珂等 108 人二级注册建造师初始注册合格人员名单 
序号 聘  用  企  业 姓  名 性别 资格证书专业 资格证书编号 申请注册专业 通过专业 

1 卓尼县鸽零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珂 男 机电工程 1701511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 卓尼县鸽零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蔡玉成 男 公路工程 190109230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 瓜州县三联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靳立群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420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4 甘肃科耀电力有限公司 李思涵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09165 

190100873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5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有有 女 水利水电工程 17021138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6 甘肃兴华环境设施有限公司 罗耀杰 男 建筑工程 19010160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雷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55075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 甘肃城投华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钱胜林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63960 

2020106216229040329 

190202269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9 甘肃丰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彪和 男 建筑工程 19010375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 甘肃锦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李海明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7064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 甘肃泽邦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罗云 男 机电工程 19010473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2 甘肃锦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韦海山 男 建筑工程 621182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3 甘肃德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漆恒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0979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4 甘肃方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进龙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26875 

17020436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5 兰州新区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庞雪平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500431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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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聘  用  企  业 姓  名 性别 资格证书专业 资格证书编号 申请注册专业 通过专业 

16 甘肃导航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小金 男 机电工程 17012650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7 甘肃宏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建喜 男 建筑工程 1601271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8 天水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岳秋红 女 建筑工程 621437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9 甘肃泽瑞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夏源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101699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0 酒泉大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虎 男 公路工程 190107917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21 甘肃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宝红 男 机电工程 6229430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2 甘肃欣海水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姜永基 男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3020441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3 甘肃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贾翔 女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1462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4 甘肃泰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常钊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19397 

2020106216228068270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5 甘肃昌虹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史文九 男 建筑工程 620987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6 甘肃泽瑞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亚明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2109602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7 甘肃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克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15102 

2018066216201068632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8 肃北诚嘉建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永明 男 建筑工程 19010810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9 肃北诚嘉建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录 男 建筑工程 620825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0 甘肃盛世万塬建设有限公司 何吉国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2206578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1 甘肃祥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永刚 男 建筑工程 1701429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2 甘肃伊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赵存珍 女 机电工程 1601247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3 定西市安定区广宇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李鹏青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2150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4 甘肃和盛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玉凤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11615 

2018066216201009467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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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酒泉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柴永贵 男 建筑工程 1701005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6 兰州基时电气有限公司 刘成黎 男 机电工程 16013650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7 甘肃东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永伟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25329 

2018066216228086860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8 庆阳环河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牛勤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17013281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39 甘肃恒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邢永生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74986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40 甘肃欣海水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建 男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1050459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41 甘肃锦绣水利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史月月 女 机电工程 19010495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42 甘肃锦绣水利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郭海伟 男 机电工程 6228519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43 甘肃锦绣水利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李国忠 男 机电工程 19010405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44 天水宁远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永伟 男 公路工程 16011403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45 天水宁远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小辉 男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05051539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46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鲁得芳 女 水利水电工程 190107182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47 酒泉天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21044835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48 甘肃东朝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党剑剑 男 公路工程 6228466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49 陇西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春林 男 机电工程 190104549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50 甘肃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宗峰 男 建筑工程 620222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51 庆阳环河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包凤玲 女 水利水电工程 6213427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52 庆阳翔宇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勇勇 男 水利水电工程 190110490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53 西北古典建筑有限公司 程立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3190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54 甘肃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汪军鹏 男 建筑工程 621670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 4 - 

序号 聘  用  企  业 姓  名 性别 资格证书专业 资格证书编号 申请注册专业 通过专业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158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55 甘肃盛世万塬建设有限公司 吴海红 女 机电工程 622042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56 甘肃联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朋 男 建筑工程 1701020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57 甘肃红泽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刘巳卫 男 机电工程 190105439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58 甘肃荣方建设有限公司 岳杨成 男 公路工程 2018066216201003811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59 甘肃靖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红旭 男 建筑工程 19010398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60 甘肃红泽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瑞娥 女 机电工程 19010154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61 甘肃红泽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张宗武 男 机电工程 19010545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62 天水衡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郭国栋 男 机电工程 17015242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63 陇西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宝财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1365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4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刚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2392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5 甘肃宏大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周赵钱 女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6073753 

17013429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6 平凉市水利水电工程局 杨军鱼 男 水利水电工程 6207854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67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蒙玉仁 男 公路工程 6201285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68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张鹏鹏 男 公路工程 6227097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69 甘肃建工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查高峰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12852 

190201397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70 甘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郁万荣 男 建筑工程 620725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1 甘肃静建中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闫升旗 男 建筑工程 621026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2 甘肃金田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庭贵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269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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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吴小艳 女 市政公用工程 621294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74 兰州大宏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梁宽裕 男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103148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75 兰州晨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刘海珍 女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102313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76 兰州晨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王能才 男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103119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77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薛树盛 男 公路工程 6228608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78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林琴 女 公路工程 6223454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79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尚淑芳 女 公路工程 6223456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80 兰州合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争锋 男 建筑工程 1701330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1 甘肃奥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永锋 男 建筑工程 621753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2 甘肃中建畅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栗英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06010 

08011278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3 甘肃盛世恢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魏万发 男 机电工程 1601347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84 甘肃广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云萍 女 建筑工程 622212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5 甘肃永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则令 女 建筑工程 622043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6 甘肃明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程昌杰 男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29028957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87 甘肃西域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文勇 男 建筑工程 19010881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8 甘肃省静宁县城关建筑工程公司 边雪红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705893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9 陇南金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加辉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646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90 甘肃南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栋 男 建筑工程 621532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91 甘肃滕泰公路建筑有限公司 赵建刚 男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01015406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92 甘肃新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枫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2307640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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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甘肃中丰建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郑小娟 女 建筑工程 1701109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94 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蒲强强 男 建筑工程 622874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95 甘肃鑫路通路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龙 男 建筑工程 1701543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96 甘肃泽州实业有限公司 尤小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28844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97 甘肃亿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姬晓鹏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6608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98 甘肃宝顺铭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亮 男 建筑工程 622556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99 兰州芃生建筑有限公司 张明祯 男 建筑工程 621578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0 甘肃瑞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忠文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168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1 酒泉市广德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肖志丹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28523 

17021804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2 甘肃电安工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王荣 女 机电工程 19010403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03 甘肃金田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光耀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17986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4 甘肃甘南建投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恒 男 建筑工程 620617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5 甘肃鑫鸿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邵永恒 男 建筑工程 19011035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6 甘肃第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颉梅霞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07453 

2020106216201047544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7 酒泉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陈天兵 男 建筑工程 1701108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8 迭部县建投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蔡成萍 女 市政公用工程 1701372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