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姓名 工作单位

1 刘治国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2 张鹏 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 何成帅 青岛公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陈立斌 甘肃奇禹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5 李婷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 刘强元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 谢海文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史粉萍 甘肃天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 马子云 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0 舒昆 天水市麦积天河建筑工程公司

11 李小兵 甘肃弘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 吴咏梅 甘肃立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3 祁晓霞 北京中能诺泰节能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4 杨树江 中铁一局

15 尹旭东 甘肃祺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6 蔡弢 兰州嘉隆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7 蒙立昆 兰州嘉隆市政有限责任公司

18 杨丽萍 兰州永利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9 相里武强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20 杨焱尧 庆阳鑫圆工程有限公司

21 朱明祥 兰州市西固区第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2 雷劭儒 平凉市兴都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3 周彦成 兰州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 何映成 兰州鼎盛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25 董海增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

26 李锐 敦煌市市政工程公司

27 蔡瑞福 甘肃省镇原县中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 孟鑫 甘肃伊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刘希宏 张掖市启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0 胡敏 华亭县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1 祁红梅 甘肃荣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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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郭文博 甘肃建投土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3 岳松浩 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34 张猛 甘肃天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5 王丽剑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36 吴海军 甘肃水利机械化工程公司

37 黄学良 四川建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8 郑云霞 张掖市建筑勘察设计研究 院

39 李虹峰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40 韦黎明 浙江新东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1 王慧珺 甘肃博昱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42 罗磊 甘肃古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3 吴星星 甘肃天隆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44 唐云年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

45 徐银花 甘肃睿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6 时宝胜 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 索建波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8 郭莹 甘肃正德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 王维博 甘肃正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50 张宏山 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51 骆淑敏 甘肃九州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52 王顺霞 定西市金泉水利水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3 李东顺 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

54 柴坤熠 中铁十八局

55 雷俊华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56 李为民 甘肃建投土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7 陈表年 甘肃稼唯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58 卜小龙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59 薛小勇 兰州高峰物资有限公司

60 徐大伟 甘肃新网通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61 刘明阳 河北普广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62 张志鸿 天水昌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63 李志平 兰州精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4 刘鲁滨 甘肃同舟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65 金武兴 甘肃佳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6 陈成 白银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67 田卫东 甘肃金润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8 武福军 玉门油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69 李艳芳 永昌县城关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0 刘涛 甘肃信泽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71 冯小强 甘肃三立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72 蒋亮 云南伟德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73 王建春 甘肃飞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4 把余雷 阳光城集团兰州梨花岛置业有限公司

75 刘亚科 甘肃常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76 唐致龙 甘肃诚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7 苗青 临夏州鑫源房地产开发公司

78 张莹 甘肃正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9 张建忠 甘肃博然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80 柳光科 甘肃省恒伟监理有限公司

81 白仲千 甘肃二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2 于娟娟 甘肃赛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83 白明红 窑街煤电集团甘肃精益矿山工程公司

84 李会明 中铁十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85 高国香 甘肃国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86 高亚亚 甘肃龙洲建设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 张硕 定西市安定区市政工程公司

88 张从礼 甘肃易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9 王海 民乐县水利水电工程局

90 康亮 甘肃省地矿局

91 石宝林 两当县水务局

92 杨宏 定西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93 程立其* 甘肃中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4 魏君龙* 兰州全泰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 谷克松* 甘肃同舟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6 杨宝林* 甘肃凯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97 谢黎风* 甘肃天隆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98 何贵润* 兰州安玉祥拆除工程有限公司

99 司荣臻* 甘肃友联工程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