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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准予张娜等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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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宁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娜 女 建筑工程 1701107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 甘肃洺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靳云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1714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 甘肃洺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文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3147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4 甘肃洺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蒲小志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501218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5 甘肃洺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娟 女 市政公用工程 0801202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 甘肃洺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继磊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2684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7 甘肃洺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腾山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67498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 甘肃宏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治聪 女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31191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9 酒泉硕丰建业有限公司 于洁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202082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 甘肃丰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伟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21172 

2020106216228005677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1 甘肃祥晟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怀德 男 水利水电工程 190108405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2 甘肃祥晟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田栋良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06030194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3 甘肃祥晟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陈守杰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06052766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4 甘肃鸿盛远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叶超 男 建筑工程 19010780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5 甘肃恒嘉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清鹏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6362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6 甘肃华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永发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0405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7 甘肃通捷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家伟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18895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8 甘肃山河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104421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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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甘肃晶旺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文贵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208395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0 甘肃联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曾爱媛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0276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1 甘肃泰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亚楠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36550 

2021056216201028118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2 陇南宏力建设有限公司 罗保平 男 建筑工程 621590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3 静宁县八里建筑工程公司 陈瑞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6079745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4 静宁县八里建筑工程公司 吴志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404730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5 甘肃恒嘉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艳兄 女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6227543 

16020259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6 天水华晟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晓荣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500963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7 甘肃宏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胜霞 女 建筑工程 19010653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8 甘肃柏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宗斌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3081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9 甘肃集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亚亚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2166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0 甘肃万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龙奎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200090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1 甘肃陇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建民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4060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2 甘肃陇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孟亮 男 矿业工程 2018066216203056397 矿业工程 矿业工程 

33 甘肃中炜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臻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1317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4 甘肃鑫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马磊 男 机电工程 19010297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5 甘肃筑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学涛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202943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6 甘肃大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鹏飞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4679 

2020106216201034343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7 甘肃全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超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805963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8 甘肃宝光建筑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庞康红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4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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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甘肃宏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赵凯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6675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40 甘肃宁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务 男 建筑工程 19010425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41 甘肃鸿瑞汉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解小平 男 机电工程 17011680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42 甘肃新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玉桃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6255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43 甘肃智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玉柱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246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44 甘肃天城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孙红霞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26012648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45 甘肃天顺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永强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610536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46 甘肃升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进宝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6012758 

190203231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47 庆阳市千柏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建礼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1362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48 甘肃宁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高明峰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108311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49 兰州新区农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6012607 

190201520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50 甘肃宁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明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67364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51 陇南飞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孔伟年 男 水利水电工程 190108961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52 甘肃联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白海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608022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53 甘肃丝绸陆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唐志春 男 建筑工程 1701343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54 通渭县泰达建业有限公司 陈隽芸 女 建筑工程 622988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55 甘肃天顺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裴会琴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30944 

2020106216205040843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56 甘肃万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钟兴晖 男 建筑工程 19010798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57 甘肃鑫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建刚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705471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58 甘肃陇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涛 男 建筑工程 621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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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甘肃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明阳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702464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60 甘肃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天瑞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204013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61 甘肃添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白晟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26249 

2018066216201040429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 甘肃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建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2945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63 平凉市路安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舍宇鹏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7027438 

2020106216227029335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64 甘肃昊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宋勃铖 男 建筑工程 622929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65 临夏州鑫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翟文祥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3057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66 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艳娇 女 水利水电工程 6213186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67 甘肃臻美佳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宾文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501001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8 甘肃领航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牙小俊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204301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9 陇南盛华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王少峰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1851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70 甘肃陇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金花 女 建筑工程 19010527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1 天水立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高贵 男 建筑工程 620586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2 渭源县强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梁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9531 

2021056216224049228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73 甘肃九辉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都瑞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8040615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74 兰州新区土地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鸿昌 男 建筑工程 19010345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5 甘肃祥元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安艳锋 女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4003001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76 甘肃双奇建筑有限公司 孙子皓 女 建筑工程 19011019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7 兰州一锋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羊继龙 男 建筑工程 19010938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78 甘肃天顺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熊瑞玲 女 建筑工程 160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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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甘肃仁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鲁志山 男 建筑工程 19010201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0 兰州创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永新 女 机电工程 17010371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81 甘肃峰源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关文华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7383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2 甘肃峰源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李丽云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1146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3 甘肃国傲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牛广州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0553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4 甘肃弘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伟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6650 

2020106216205041056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5 甘肃三轮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文萍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4004736 

2021056216204002430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6 甘肃澳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海波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1011938 

2020106216201040612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87 甘肃鼎瑞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文伟 女 建筑工程 1601301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88 甘肃中祥裕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明廉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85628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89 甘肃永泰诚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包银春 男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103316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90 甘肃永泰诚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吴超 男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107337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91 甘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元昊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5025692 

190104132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92 二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文龙 男 机电工程 1701420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93 甘肃秦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龙艳艳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606138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94 甘肃华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娥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2088 

2021056216201074393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95 甘肃瓦良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宗胜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0023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96 甘肃乾汇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庞彦龙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4060112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97 甘肃凌锦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刘子文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2048014 

17014128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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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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甘肃乾汇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段宏栋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21056216224039006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99 甘肃凌锦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王敬道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1034300 

17016487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0 甘肃乾汇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常桥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606477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1 甘肃乾汇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磊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4024701 

2021056216224016669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2 甘肃朴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伏亚斌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382 

2018066216201013488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03 兰州新区配售电有限公司 孙志鹏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401638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04 甘肃万德弘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冰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5909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5 甘肃东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继田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2202837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6 甘肃鑫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许东玲 女 建筑工程 620619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7 甘肃省定西远东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冯光瑞 男 水利水电工程 190104286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08 甘肃建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国强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5676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09 甘肃新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何晓蓉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0801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0 甘肃新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赵山富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7799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1 甘肃新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唐英英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7713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2 甘肃新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赵春艳 女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2107476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3 甘肃京晟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崔明明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33085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14 甘肃众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邴海荣 女 建筑工程 1701309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5 甘肃金天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宇欣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1001295 

2020106216201023193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116 甘南州格桑花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秦占平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23500 

2018066216201048369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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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甘肃荣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牛学红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306319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8 兰州新区土地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牛强 男 建筑工程 622415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19 甘肃四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耿颐春 女 公路工程 6213269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20 定西中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常宝宏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4002282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21 甘肃西部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郑振峰 男 建筑工程 622874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22 甘肃京晟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任宗亮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26306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23 兰州新区土地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梦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3966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24 甘肃宏天亚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孔燕 女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1002692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25 甘肃昊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静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7084824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26 徽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宏兵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10569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27 甘南州贵福路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柳世春 女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06037231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28 甘肃鼎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芮金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801082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29 甘南州贵福路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王金娥 女 水利水电工程 16010212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30 甘肃中甬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高永轶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7712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31 碌曲县曙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王兵新 男 建筑工程 19010259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32 甘肃锦浩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永飞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1139 

2018066216201016203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33 甘肃世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国智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31272 

190201460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34 甘肃恒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付晓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27069146 

6228082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135 甘肃宏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文丽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0429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36 甘肃展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梁国银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2467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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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甘肃展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左璠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802074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38 甘肃望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候磊 男 建筑工程 19010124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39 甘肃望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牛晓春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508513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0 甘肃望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贾利功 男 建筑工程 621706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1 甘肃建谊合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郝星梅 女 建筑工程 621903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2 甘肃艺诺方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洪洋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9981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3 甘肃建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韩元斌 男 建筑工程 19010527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4 甘肃栋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邵雅铃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6717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5 甘肃云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潇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3194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6 甘肃九曲唐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孙丽丽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0876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7 兰州合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汉银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3487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48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王三英 女 市政公用工程 622647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49 兰州得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王玉春 男 建筑工程 1701192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50 兰州亚太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刘志伟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1818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51 甘肃易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雒阳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24104 

17021833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52 临夏州鑫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潘存亮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301881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53 甘肃亿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宏 男 机电工程 19010286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54 甘肃天水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龙 男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511804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55 甘肃中建道桥建设有限公司 吴亚兵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9019107 

2020106216229026675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56 甘肃中建道桥建设有限公司 吴俊峰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212186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57 甘肃亿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雄 男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1030059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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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甘肃兴顺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何晨浩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6223684 

08012099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59 甘肃方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白又达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0840 

2018066216201022418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60 甘肃栋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白亮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26044023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61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伟明 男 建筑工程 620655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62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承德 男 建筑工程 1701413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63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孙都成 男 建筑工程 620055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64 甘肃省五禧建设有限公司 张艳艳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4059336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65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进亚 男 机电工程 201806621620101250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66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阳 男 建筑工程 620461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67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建龙 男 机电工程 1701053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68 甘肃广宸建设有限公司 王欢 男 建筑工程 1701504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69 甘肃正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宣 男 机电工程 19010443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70 陇南江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添宏 男 机电工程 19010381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71 中泰正运集团有限公司 蒋鹏飞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3588 

2021056216201006034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2 武威市第九建筑有限公司 姚建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21056216201022365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73 甘肃方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朱成元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164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4 甘肃八冶第一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王学岩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303676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175 甘肃俊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仲成 男 建筑工程 19010465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76 甘肃宏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魏敏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1138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77 兰州银利电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黄靖 男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1022173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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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甘肃甲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哈能旭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3015653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9 临夏州鑫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雪峰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410033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80 酒泉吉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马伟锋 男 建筑工程 620970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81 平凉市路安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王晓芬 女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1072843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82 甘肃鼎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万学鹤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500607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83 平凉市路安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岳掌兵 男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01012723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84 平凉市路安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刘江霞 女 公路工程 190200719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85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程喜红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20463 

17020033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86 陇南荣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尤海文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600834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87 甘肃峰源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张文乐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1868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88 甘肃隆泉宏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等标 女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7747 

2021056216221051726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89 甘肃宜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刚钊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5018454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 甘肃九弘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武德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12180 

08010895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1 甘肃宜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丽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207241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2 甘肃西鹏建筑环境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俞玉熊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48116 

2021056216201092179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3 平凉市路安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杨富祥 女 公路工程 190109779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94 平凉市路安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王震 男 公路工程 2018066216206056344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95 平凉市路安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党晶君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1061975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196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张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6163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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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凤娥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1029082 

2020106216201041399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198 甘肃天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睿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0371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199 甘肃晟正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杨水梅 女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27015163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00 甘肃谊诚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潘芳 女 机电工程 1701110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01 甘肃济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峰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2101101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02 甘南明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其明 男 水利水电工程 2021056216201040231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3 甘肃上城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赵勇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18925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4 甘肃隆泉宏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开恒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101470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05 甘肃多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娜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501823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06 甘肃昱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成玉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2332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07 甘肃应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世丽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0169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08 甘肃凌锦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胡景隆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14704 

17021677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9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梁艳霞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4035 

2020106216201062827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10 甘肃峰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亮 男 建筑工程 621760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11 甘肃永生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举祖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405405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12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马宏武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13818 

2020106216201060529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13 甘肃浩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旭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1324 

2018066216201021255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14 定西祥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何富勤 男 公路工程 6216875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215 徽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记平 女 建筑工程 621461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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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徽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惠永刚 男 建筑工程 1601055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17 徽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鑫 男 建筑工程 1701081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18 甘肃松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欢 男 机电工程 19011087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19 天水鑫都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焦双子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501518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20 甘肃海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牟列全 男 机电工程 6207102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21 甘肃金友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齐芯艺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4096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22 甘肃金友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海燕 女 机电工程 1601095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23 甘肃金友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沙小娟 女 机电工程 190100574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24 天水市富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文奎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3888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25 甘肃松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孙海 男 机电工程 19011050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26 甘肃松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叶飞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502700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27 甘肃毅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小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190109941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28 甘肃金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车建坤 男 建筑工程 621213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29 临夏州鑫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文燕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302892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30 甘肃建瑞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自立 男 公路工程 190202340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231 甘肃中甘国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齐姗姗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2097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32 兰州兰山腾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魏玉萍 女 市政公用工程 6213668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33 甘肃诺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强 男 建筑工程 621005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34 中泰鼎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晓娟 女 公路工程 17011171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235 甘肃应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刚龙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0990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36 甘肃三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杰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400877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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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甘肃鼎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麻利全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18504 

2018066216201071719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38 甘肃金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方顺中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01093741 

17013828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39 甘肃柏诚毅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杜天元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13086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40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田全通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35201 

190100780 

202010621620104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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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甘肃泰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魏婉高 男 公路工程 190105243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242 甘肃泉湖建业有限公司 李世鹏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2100339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43 甘南州兴源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李永会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4089863 

2021056216204053248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44 甘肃盛世万塬建设有限公司 杨振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6210337 

08012181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45 甘肃鑫鹏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鹏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22031949 

17014306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46 甘肃蓝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成亮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7038978 

2021056216227004124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47 甘肃思享嘉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李一涛 男 建筑工程 622735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48 甘肃宏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魏霞凤 女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01073893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49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刘水生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7428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50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朱亚辉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4016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51 临夏州鑫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慧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1685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52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漆祥龙 男 水利水电工程 190203379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53 兰州新区农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肖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6213215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54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王小娟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107666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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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平凉森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马懂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0299 

2021056216201023010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56 天水永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宋韬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503206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57 陇南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玉新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603707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58 甘肃圣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文斌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18298 

190200270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59 甘肃晋炜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伟伟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0597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60 甘肃领航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刘守奎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29940 

2020106216201019810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61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庞锐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76579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62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姜有河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0640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63 甘肃通立达建设有限公司 刘汉毓 男 建筑工程 621201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64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张智杰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22424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65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李新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2053838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66 天水东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杨俊锋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601292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67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任娟维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3535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68 甘肃东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李龙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28015360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69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张世兵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2037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70 兰州理想科视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刘小江 男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2307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71 甘肃奇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燕红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6154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72 甘肃中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永亮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1015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73 甘肃轩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昕 女 市政公用工程 621739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74 甘肃星辰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瑞刚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402681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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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甘肃文志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韦应才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407759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76 甘肃圣宜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飞 男 建筑工程 1601203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77 甘肃三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任雪艳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35390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78 甘肃东鑫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杨波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2008303 

2020106216222061632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79 甘肃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邵彦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08010868 

6201365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80 甘肃建谊合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韩琛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4380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81 甘肃普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婷 女 建筑工程 622697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82 甘肃普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克全 男 建筑工程 1701556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83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刘龙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6235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84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刘良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2240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85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许朝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6075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86 兰州昌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张巧荟 女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2449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87 甘肃华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敏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2707566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88 甘肃金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学涛 男 机电工程 202105621622105790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89 甘肃嘉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张孝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0877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90 甘肃昶鑫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玉菊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206945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91 兰州宏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焦念泉 男 机电工程 6218005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292 甘肃嘉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何亚军 男 建筑工程 620070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93 甘肃嘉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石恒 女 建筑工程 6211551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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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窦正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40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95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冯咏霞 女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0097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96 甘肃中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种鸿元 男 公路工程 6206065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297 甘肃大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春 男 建筑工程 2018066216201078902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298 甘肃卓立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发林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69345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99 甘肃天顺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开琳 男 建筑工程 622032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00 甘肃宏科桥隧科技有限公司 曹兴博 男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28033489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01 甘肃宏科桥隧科技有限公司 杨学军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1073515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02 甘肃宏科桥隧科技有限公司 巨忠宝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1004169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03 甘肃海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睿 男 市政公用工程 17014860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04 甘肃永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柳兴红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8064878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05 甘肃欢朋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财 男 机电工程 17012536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06 甘肃天翔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刘勇华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7046961 

2021056216227090241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07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李婕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3128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08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梅伶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03519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09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付良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21897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10 甘肃泰玖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陈斌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71023 

2020106216201060897 

19010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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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闫燕飞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709411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12 甘肃建投交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史志国 男 建筑工程 6209874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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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甘肃大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元春 女 建筑工程 6221309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14 甘肃建投交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洪鹏飞 男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01011224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15 陇南永明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魏天福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23831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16 甘肃玉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韶华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1934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17 兰州芳菲大地装饰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李恒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14958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18 甘肃中正万邦建设有限公司 刘义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6223546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19 甘肃京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毛雷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1004101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20 甘肃京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柳东 男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5087621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21 甘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院有限公司 朱鋆川 男 公路工程 6225385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322 甘肃世纪伟业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何强 男 机电工程 190100057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23 甘肃中丰建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王雪妮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5030621 

2020106216205014385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24 甘肃通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苏亚娟 女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1048794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325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睿婕 女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1000133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26 甘肃省农垦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赵彦鹏 男 建筑工程 6224536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27 甘肃京广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任雨晨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190102636 

2020106216201016123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328 甘肃伟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兰洋 男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17405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29 甘肃顺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鹏飞 男 建筑工程 2021056216205095077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330 甘肃精科电力检修有限公司 韩荣 男 机电工程 190105450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331 甘肃新程建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霍选科 男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50442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