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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准予赵骥懿等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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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祥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骥懿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4034542 机电工程

2 甘肃正兴市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刘晋元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2085674 建筑工程

3 酒泉明珠建业有限公司 翟斌元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2616 市政公用工程

4 甘肃欧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马丹丹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4038391 市政公用工程

5 甘肃欧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梁学云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01032064 水利水电工程

6 甘肃宇晟建业工程有限公司 张馨哲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203848 建筑工程

7 甘肃富天通路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焦之杨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6006421 市政公用工程

8 灵台县兴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孙寅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203529 建筑工程

9 甘肃豪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武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90200298 机电工程

10 甘肃海璐森建筑有限公司 葛琳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4043853 公路工程

11 甘肃鹏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仙仙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11055 市政公用工程

12 甘南合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洪强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30062978 市政公用工程

13 甘肃昊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静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7070790 市政公用工程

14 甘肃盛世峰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冯文军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5088847 市政公用工程

15 甘肃璟润建设环境有限公司 周福强 男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5375 建筑工程

16 甘肃瑞华恒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车小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01047394 水利水电工程

17 甘肃亿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国东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2004382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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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甘肃大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辛泉志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21983 市政公用工程

19 甘肃陇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伟 男 机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01064911 水利水电工程

20 甘肃钲凯塬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曾剑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41977 市政公用工程

21 甘肃水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丁彩霞 女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90203403 水利水电工程

22 甘肃昊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强有娣 女
公路工程

机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04050656 水利水电工程

23 甘肃泰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兴春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3001915 市政公用工程

24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诚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天良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05967 市政公用工程

25 甘肃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柳伟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10072 建筑工程

26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芳定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5043509 市政公用工程

27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治平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095209 机电工程

28 甘肃华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党文辉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0749 市政公用工程

29 甘肃德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鹏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3041 市政公用工程

30 甘肃振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权建新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8631 建筑工程

31 甘肃延庆路桥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刘倩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8007235 市政公用工程

32 甘肃彩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万巧娟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1094808 市政公用工程

33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守臻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04000165 水利水电工程

34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魏琳铭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6041586 市政公用工程

35 嘉峪关鑫荣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高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2036941 机电工程

36 甘南州恒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魏向涛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6351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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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甘肃精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蒋德礼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024025 机电工程

38 平凉市恒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培铭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662 市政公用工程

39 甘肃丝绸陆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孟庆斌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1085 市政公用工程

40 天祝藏族自治县岗坚华锐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杨喜朝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3141 建筑工程

41 甘肃希安建设有限公司 廖发龙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6221211 建筑工程

42 甘肃恒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李文庭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18066216201006999 公路工程

43 敦煌市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王有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1027283 市政公用工程

44 甘肃祥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俊良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4084702 公路工程

45 景泰县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刘建玲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4098357 建筑工程

46 甘肃国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卢小平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08010033 机电工程

47 酒泉荣鑫建业有限公司 马攀武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1041672 市政公用工程

48 甘肃合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小斌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6019619 市政公用工程

49 甘肃裕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吕沛锋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202997 建筑工程

50 甘肃名恒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王鑫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7047261 市政公用工程

51 甘肃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爱林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2038 市政公用工程

52 甘肃中南宏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闫德强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90902 市政公用工程

53 甘肃三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景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公路工程 2018066216201070679 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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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陇南旭东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陈录平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6090272 市政公用工程

55 平凉华宸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郭晓刚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0610 市政公用工程

56 甘肃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魏文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2039535 公路工程

57 甘肃本正建筑有限公司 史丽丽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7003976 市政公用工程

58 甘肃交建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龚林浩 男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17572 市政公用工程

59 甘肃天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蔡睿元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3039417 市政公用工程

60 甘肃恒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铁军年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143 市政公用工程

61 甘肃三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秦大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190202579 建筑工程

62 平凉天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田福胜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05153 建筑工程

63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郭领兵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90103415 水利水电工程

64 平凉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帆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652 市政公用工程

65 中鲁金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许润燕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4276 建筑工程

66 甘肃宏德文体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关荣华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4335 建筑工程

67 兰州永欣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陈鹏 男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3100656 市政公用工程

68 甘肃广川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刘文英 男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22009943 水利水电工程

69 甘肃三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晓梅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3049330 公路工程

70 甘肃金旭远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新鑫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2054824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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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甘肃大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胡海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1033219 建筑工程

72 甘肃弘艺智科建设有限公司 王伟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33450 市政公用工程

73 甘肃鸿盛远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钟建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9334 市政公用工程

74 甘肃莘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红萍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1213 市政公用工程

75 甘肃笙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赵东山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9233 市政公用工程

76 麦岛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崔云鹏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1047170 建筑工程

77 甘肃笙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泽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253 市政公用工程

78 甘肃省长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东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1014 市政公用工程

79 甘肃长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李亮亮 女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27014997 水利水电工程

80 甘肃禾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彬彬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18375 市政公用工程

81 甘肃华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史伟国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3014209 公路工程

82 甘肃三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鑫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7869 市政公用工程

83 甘肃宏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杨世荣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3024857 市政公用工程

84 天水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潘永彦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5001022 市政公用工程

85 甘肃恒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孔令海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11728 建筑工程

86 甘肃鼎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梦阳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550 市政公用工程

87 亨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尚芳芳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8057672 公路工程

88 甘肃百世玉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水萍 女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062375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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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甘肃诚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田建云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1017820 公路工程

90 甘肃诚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严国文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1041932 公路工程

91 甘肃弘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梁云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3026306 市政公用工程

92 麦岛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刘玉龙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1064239 建筑工程

93 甘肃东岳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王超超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8073210 公路工程

94 甘肃第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仲英 女 机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90201163 水利水电工程

95 甘肃京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键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8038032 公路工程

96 甘肃德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柳永刚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5083450 市政公用工程

97 甘肃兴顺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张海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1049409 公路工程

98 甘肃三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秦大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190202554 建筑工程

99 甘肃欣鑫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李斌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8081949 建筑工程

100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金潘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1025630 公路工程

101 兰州倚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何乃阳 男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2898 建筑工程

102 甘肃文志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脱常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3082023 市政公用工程

103 甘肃正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商兆霞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1056216202057169 水利水电工程

104 甘肃远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富文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1045 市政公用工程

105 甘肃晶旺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翠萍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8422 建筑工程

106 甘肃西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齐国艳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27031027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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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甘肃笙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光锜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9067 建筑工程

108 灵台县兴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仇海荣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7002913 市政公用工程

109 甘肃欧世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雄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4038082 市政公用工程

110 甘肃秦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庄永红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0706 建筑工程

111 甘肃君胜恒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范维峰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8101147 市政公用工程

112 甘肃北斗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靖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4068874 建筑工程

113 甘肃圣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菊平 女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108054 机电工程

114 福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博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8009809 建筑工程

115 甘肃中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郭淑琳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3049105 市政公用工程

116 甘肃润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海刚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01062046 市政公用工程

117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苟立军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2066216201017079 水利水电工程

118 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建斌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17938 市政公用工程

119 武威市第九建筑有限公司 董志刚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18066216203020726 公路工程

120 甘肃精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赵琴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077696 机电工程

121 甘肃金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述龙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9011846 建筑工程

122 甘肃宏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袁玮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0772 市政公用工程

123 甘肃锦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晓玉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2006173 建筑工程

124 甘肃精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翔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023656 机电工程

125 甘肃通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张巧珍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053813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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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甘肃宏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新芳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3010494 市政公用工程

127 白银银光双银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惠军玲 女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90100653 机电工程

128 庆阳市兴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伟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8005351 市政公用工程

129 甘肃堃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莉莉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7062951 市政公用工程

130 甘肃万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文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4056030 公路工程

131 甘肃党河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边亚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7012034 公路工程

132 甘肃鼎汭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晓玲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90102102 水利水电工程

133 中鲁金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雷萍 女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1369 市政公用工程

134 甘肃广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宏杰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6906 建筑工程

135 甘肃兴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吕建国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562 市政公用工程

136 甘肃太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桂英 女 机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90202034 水利水电工程

137 张掖市九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小玲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2066688 公路工程

138 甘肃弘仪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路路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5030508 市政公用工程

139 甘肃弘仪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袁鹏毅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52996 市政公用工程

140 华亭市新宇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马翠莲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27025515 机电工程

141 甘肃恒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于瑞钦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1050091 公路工程

142 甘肃宏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亚红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190200734 公路工程

143 甘肃宏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娟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92729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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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甘肃志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康燕 女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108600

2022066216222051537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45 甘肃星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康絮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5018350 公路工程

146 甘肃太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滕泽刚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6017 建筑工程

147 甘肃天佑源建设有限公司 刘凤靖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90200801 机电工程

148 甘肃天迈建设有限公司 李清良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9189 建筑工程

149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甄毅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11380 建筑工程

150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兴才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3024120 市政公用工程

151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传海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0603 市政公用工程

152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小琴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01025302 公路工程

153 酒泉市恒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柴长俊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1093308 建筑工程

154 甘肃成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晓红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06003788

190203400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55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红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2001 建筑工程

156 甘肃力天水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泽美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1056216223044759 公路工程

157 甘肃省城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徐建刚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08011640 建筑工程

158 甘肃锦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师艳霞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4029493 市政公用工程

159 甘肃一安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万柏林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14733 建筑工程

160 甘肃晟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迎榜 男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1006107 建筑工程

161 礼县鼎通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房元军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6012774 市政公用工程

162 民乐县恒泰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韬怀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2046517 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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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甘肃第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毛小兵 男

机电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90201108 水利水电工程

164 兰州新一建工程有限公司 朱建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1010270 建筑工程

165 高台县金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国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2080893 公路工程

166 甘肃皓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杨玉霞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3093726 市政公用工程

167 酒泉新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马丽霞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1041822 建筑工程

168 酒泉拓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贾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202643 建筑工程

169 甘肃鼎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海英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1056216222047625 市政公用工程

170 甘肃建工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王鹏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7297 建筑工程

171 甘肃中广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田瑜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1070656 建筑工程

172 甘肃天佑源建设有限公司 罗悦 女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004317 机电工程

173 甘肃三和美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潘天明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01038404 机电工程

174 甘肃兴鑫建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李林承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03520 市政公用工程

175 玉门博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王广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1030809 市政公用工程

176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张贵祥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14586 市政公用工程

177 万星建设有限公司 杨正红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01041582 建筑工程

178 甘肃泓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朱黎琛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1007364 公路工程

179 甘肃泓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王响玲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1046776 公路工程

180 甘肃泓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温丽娜 女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01057545 公路工程

181 甘肃绿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奇福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1934 市政公用工程

182 甘肃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军锋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50637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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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甘肃省奥德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译心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08981 市政公用工程

184 酒泉拓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正华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21027927 机电工程

185 甘肃闳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景建腾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1028278 市政公用工程

186 兰州恒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陈改霞 女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90200401 机电工程

187 甘肃盛世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李玉玲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2066216221006044 建筑工程

188 武威瑞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金荣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3024561 市政公用工程

189 甘肃润灏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凯阳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803 市政公用工程

190 甘肃祥龙水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黄志强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24081863 市政公用工程

191 兰州垒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林忠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6214476 建筑工程

192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齐文喜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15332 建筑工程

193 甘肃点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芹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06890 市政公用工程

194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小龙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6229515 建筑工程

195 甘肃润易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鸿铭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2066216201063754 市政公用工程

196 甘肃湰华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马烈花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06354 建筑工程

197 甘肃飞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建兵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18066216221047789 市政公用工程

198 甘肃恒远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谢永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90110900 建筑工程

199 武威电建实业有限公司 高鼎铭 男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6225356 建筑工程

200 甘肃万汇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崇孔俊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2022066216229109603 公路工程

201 甘肃展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立瑞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2066216228000823 机电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