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准予毛玉平等 39 人二级注册建造师增项注册合格人员名单 
序号 聘  用  企  业 姓  名 性别 已注册专业 申请增项专业 合格证明编号 通过专业 

1 甘肃振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毛玉平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08010316 机电工程 

2 华邦建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买发栋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6044805 市政公用工程 

3 甘肃敦泽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殷振安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21011035 水利水电工程 

4 甘肃鹏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云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130353 市政公用工程 

5 甘肃正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陈小建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6071741 市政公用工程 

6 天水永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潘爱文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7021414 机电工程 

7 甘肃兴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白建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08011382 水利水电工程 

8 金昌众畅道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张晓燕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3045192 

2021056216203076092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9 甘肃红城建设有限公司 屠建丽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18480 建筑工程 

10 陇南四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廷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05031389 水利水电工程 

11 陇南四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文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05026715 水利水电工程 

12 陇南四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蒲玉德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05019623 水利水电工程 

13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白云环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2502 市政公用工程 

14 嘉峪关龙泰矿山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朱彦龙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1067939 市政公用工程 

15 甘肃亚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钱宝运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6220286 公路工程 



序号 聘  用  企  业 姓  名 性别 已注册专业 申请增项专业 合格证明编号 通过专业 

16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克丽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74187 建筑工程 

17 张掖市国通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周建玲 女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2036427 建筑工程 

18 礼县鼎通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杨旭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482 市政公用工程 

19 敦煌市羽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21031722 建筑工程 

20 甘肃时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许晓玲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1041652 公路工程 

21 甘肃镍都建设有限公司 张建军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3126260 市政公用工程 

22 甘肃天鼎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赵杨斌 男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1530 

2021056216223108599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3 甘肃远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蔺小兰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5006390 市政公用工程 

24 甘肃成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于如江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5027462 建筑工程 

25 甘肃世晨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石立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2061628 建筑工程 

26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朱亚南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01056302 公路工程 

27 甘肃振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田亚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6049 建筑工程 

28 陇南世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二林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2310 市政公用工程 

29 甘肃华顺路桥建筑有限公司 裴山虎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943 市政公用工程 

30 甘肃宇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邓黎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4070024 市政公用工程 

31 甘肃联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柳志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27048431 建筑工程 

32 宏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马长伟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00514 市政公用工程 

33 甘谷县鑫烨建设有限公司 贾霞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6013350 建筑工程 

34 酒泉明珠建业有限公司 樊福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1071809 市政公用工程 

35 甘肃倚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魏域星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2605 市政公用工程 

36 卓尼县仁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永刚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86601 市政公用工程 

37 甘肃城投华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育嫦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1053552 机电工程 



序号 聘  用  企  业 姓  名 性别 已注册专业 申请增项专业 合格证明编号 通过专业 

38 甘肃盛宏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文芳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02790 建筑工程 

39 甘肃宏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永强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88511 市政公用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