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补证 查日华 34***0230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程好志 34***6138 安徽祥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补证 黄凌云 34***0615 安徽恒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补证 陈涛 11***6017 北京首发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韩珠江 13***2015 北京致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补证 米吉超 13***2490 北京东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薛丽波 22***2420 中铁城建集团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丁延君 34***0611 广东宝泰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何良贵 43***6019 广东天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黄波 43***4316 广州荣祥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李瑞华 37***205X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刘锋 22***1253 建泰建设有限公司

补证 袁治国 51***2590 广东凯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张伟杰 46***4619 广东钧意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黄俊清 41***1655 贵州建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补证 王燕妮 52***2522 贵州建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补证 刘宏杰 41***2839 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补证 职慧云 15***492X 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补证 周瑞华 41***0073 内乡县宛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徐殿勇 23***1135 黑龙江电力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补证 陈波 42***4878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补证 高超 43***5111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补证 杜永飞 32***3235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李先管 32***4173 新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王伟 41***2313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补证 胥艳敏 37***4044 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补证 张守东 37***1634 日照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补证 张征 32***2513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补证 钱朋亮 32***1816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孔斌 41***0011 上海勤达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陈刚 51***5774 俊成建昱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程国享 51***7043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补证 韩宝军 21***451X 四川永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李朝兵 51***9499 四川岷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补证 李洪富 51***6572 四川佳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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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补证 苗磊刚 32***8618 四川懋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万云 51***2815 攀枝花锦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补证 胥春儒 51***1094 四川晟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张祖泉 51***0016 四川腾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补证 赵晓军 21***4015 四川君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补证 钟圣行 51***001X 四川中城景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补证 谷素芹 37***1643 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

补证 荔宏峰 62***003X 天津市洪福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补证 周龙 50***0630 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皋德海 32***0875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葛家明 34***1012 合肥建设装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李德平 34***621X 安徽铁建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小排 34***5311 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李旭 34***0579 安徽省新同济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国庆 34***0418 安徽恒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罗亚锋 34***1658 安徽省海陆通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束庆丰 34***4513 合肥建设装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朱磊 42***7035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八一二地质队

初始注册 蔡勇 32***4977 北京宏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俊波 13***6134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郝振群 37***4459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黄朱平 36***6411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贾晓旭 34***7432 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孔德伟 13***271X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祥 37***1616 远洋国际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志 37***1515 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陆光 11***0615 北京华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罗武根 36***001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邱穆龙 41***7033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金玉 21***5775 达华集团北京中达联咨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利平 15***0919 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树海 11***0036 北京公联洁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谈东成 32***4716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唐苗 50***8410 中建二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贺 11***2410 北京市上品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文国 14***2511 北京亦庄盛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肖云江 13***3010 北京燕化正邦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徐炳桂 42***0519 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宣立春 22***4515 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丰通 11***8771 北京亦庄盛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于建松 11***1614 中交瑞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海 15***6317 中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卫成 32***5011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熙 11***0048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健斌 11***4275 北京逸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立波 11***6353 北京天成智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国超 21***5415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解维兵 51***9737 福建鑫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林智超 35***5115 厦门兆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生智 62***0519 甘肃卓越索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史红军 62***4934 甘肃恒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史双军 62***2052 甘肃科源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亮光 44***1532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荣森 44***4813 广东金华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代德伟 42***1035 广州荣祥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范文奎 23***1639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方超 36***3516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方熙徹 43***131X 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郭海 34***0614 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胡宇 23***2317 广东开元实业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黄立新 43***0578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黄维基 44***3312 广东隆建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季定 36***281X 广东金华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贾鈜崴 14***0033 广州和粤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寇康乐 61***5132 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波 61***431X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清华 46***4834 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寿周 43***1537 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先平 62***1813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炎栋 37***3613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真 41***5495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定定 44***2718 河源市金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健国 44***7990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初始注册 刘凯 42***2196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梅文哲 43***6233 深圳市振核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潘林 43***6431 广东润球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彭刚 42***3719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全玉国 37***3510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邵天成 22***6213 广州市茂建路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时博 41***977X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史玉峰 13***1098 广东冠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宋泽政 42***6355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海滨 13***1017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雨 21***2212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洋 50***6890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魏振峰 62***801X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吴海涛 36***5417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吴家东 44***1218 丰通机械（天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初始注册 向扬 50***2977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熊珍玉 43***8127 广州恒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许立娟 21***3344 广东中寅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许文晶 23***4723 广东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薛闯 41***3538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建宇 21***0017 广东南粤正方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书丹 42***8814 深圳市佳保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岳志勇 51***2713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臧保同 34***0235 广东垣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超 41***8674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浩 34***471X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初始注册 张怀镭 37***6955 广东遂商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赵飞 37***2023 广东雄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赵锦 43***6527 广州市黄埔区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赵俏 44***9138 广东南粤正方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飞 15***4617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元新 44***1030 广东豪龙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月强 51***2991 广东利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文胜 51***2716 广东联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智宇 41***2519 广东凯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覃志学 45***4253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魏锐 13***3534 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方仁 44***5954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关兵 52***0095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欧阳南桂 36***0855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沈宇舟 52***0013 贵阳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张明 52***1150 贵州金元茶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陈少卫 13***0535 邢台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郭立斌 22***4837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韩磊 13***1010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勤虎 13***1133 河北中基建业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马会力 21***6037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松 13***2617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鹏伟 41***2577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程义伸 41***0098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寇元帮 41***693X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杰 41***8035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马树军 13***181X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沈建华 41***5010 濮阳中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伟 21***0337 河南永吉路桥发展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翟海娟 41***0027 河南中铝装备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富强 41***0518 河南中铝装备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蔡兆明 23***5714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钦立 23***0314 鹤岗三维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祥 42***4954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宋琛 23***2517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崔娟 42***1227 湖北宜化集团化工机械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丁小玲 43***052X 中节能（五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杜国圣 42***0015 湖北宜化集团化工机械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冯欢欢 21***251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付涛 41***6697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胡海平 42***0057 荆门四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胡勇志 34***4878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闯 21***0813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林达 12***6519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琛 42***0010 湖北宜化集团化工机械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飞 13***0038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瑞 41***9612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文 43***4675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高黎颖 42***2274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南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廖梓豪 43***3019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俊伟 43***7017 长沙市望城区斑马湖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瑞岩 21***5861 岳阳建华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宋孝红 62***4415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唐小明 43***7852 湖南湘沙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肖海亮 43***7374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鹏 43***201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海浪 43***7411 岳阳长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卜德才 23***1314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程璐 22***1528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吕景光 22***491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谭长斌 23***591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田澍 22***051X 吉林省隆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王济航 22***565X 中油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于哲 22***181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岳智红 23***0025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昌利 51***6196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生辉 61***4010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程荷兰 62***5323 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

初始注册 戴欢欢 32***1855 南通林洋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丁健 32***0055 南通林洋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范永健 32***0039 江苏鑫林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费国发 32***7914 江苏四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管徐枫 32***001X 江苏中南模板科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华顺龙 32***2416 江苏赛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黄春年 32***127X 扬州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季晓波 32***1217 南京交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彭庆春 51***0839 南京长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施海雷 32***5815 南通林洋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店林 34***2215 江苏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国华 32***681X 吉宝湖畔（无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庆栋 32***3818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锐 32***3011 昆山市交通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魏涛 32***5710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许绩财 46***4112 南京扬子石油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余超超 42***3348 江苏弘太电讯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方华 32***3112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波 32***1370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士兵 12***4018 龙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玉香 32***8621 南通林洋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贾芝炎 36***4016 江西同济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峰 34***253x 江西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白新生 21***0315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侯智涛 13***2418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长辉 21***7832 大连市水务集团水资源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廖凯 42***4514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聂剑 21***2419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连刚 21***0252 泰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谢永志 21***2431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许宁 14***1956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印铭英 23***0211 中交一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赵明超 21***2318 中矿检测（辽宁）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保龙 64***1717 宁夏中科天际防雷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苗广源 63***0016 青海第一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俊青 63***0035 青海第一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培森 63***4411 青海路桥万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光 37***0035 山东东岳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鹏飞 13***2019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玄玄 41***0614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汤玉飞 37***6810 青岛科先安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永刚 14***5130 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丁瑞坤 21***2639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郭潇俊 14***8017 中化二建集团电仪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何俊廷 15***3014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东平 41***0022 国弘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邢燕贤 14***0015 山西临汾市政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建飞 14***8236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卜凡涛 37***2034 西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李涛 61***0330 陕西远程实业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孙永生 62***2011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田立 61***6359 西安市高新区天翔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冲 61***103X 陕西昊星实业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魏昌斗 42***5055 信息产业部电子综合勘察研究院

初始注册 杨继朝 61***3317 中交二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赵梅 61***4025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蔡俊 36***5415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洁 31***2064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宇洁 41***1013 上海赫燕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韩洋 31***2512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黄海鹏 32***5198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黄天禄 62***6779 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蒋林强 37***5513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连洁莹 35***0021 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钱宇超 31***401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田潘宁 41***3095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国平 36***3511 上海昶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维 22***0731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姚锦生 32***9613 启东市电力安装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初始注册 翟洪昆 37***201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润泉 33***4518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松成 42***5617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朱文军 41***041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蔡超 51***0057 四川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杰 41***3278 中建长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程艳飞 36***8251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冯志伟 41***0019 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勾成宴 51***4074 四川省东金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贺云晖 51***0015 会理鼎宸城市建设和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胡启青 51***6874 四川省嘉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胡铸仁 34***003X 四川帝期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黄露 51***2938 四川铁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明祥 51***0471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煜川 41***0029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李元兵 51***2412 四川中衡科创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梁嘉 14***0293 四川上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梁康杰 14***0832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初始注册 刘丹 51***0049 四川四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海晖 51***0270 四川华成油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龙海 51***1233 四川富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锐 50***1116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吕晓伟 61***1113 成都双流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米文彬 51***501x 四川金鸿华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聂小兵 51***8092 四川勤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冉德玉 42***0357 四川致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石磊 41***0515 四川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苏小勇 51***0932 四川骏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汤兴宝 32***131x 四川华蜀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吴彪 51***877X 四川红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肖帅 37***5714 四川裕鼎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徐德力 51***1051 四川琦瑞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许小军 61***4037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豹嶂 34***2416 成都莲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朔 41***5971 四川精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曾建山 41***1510 鑫炜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家兴 51***5513 四川蜀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凯 51***7737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兰兰 51***9566 四川旭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科 51***489X 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周林 51***5356 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才向磊 23***4214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邓建 37***3011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郝光亮 37***4613 天津油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雷进 52***3116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李国瑞 37***0614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飞 13***2435 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占伟 41***7311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祁锡梁 41***4516 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杜天兵 65***3119 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刘坝 34***8814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罗旭东 51***0032 新疆华油新海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涛 13***0613 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初始注册 黄罡罡 41***0013 红河州蔓金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普志刚 53***0011 昆明鑫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宋海敏 42***0116 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徐晓明 51***081X 中铁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杰 51***1937 中国葛洲坝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春华 53***0074 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安英杰 41***4037 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曹鑫炎 41***5559 浙江景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良 45***3116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葛安安 33***5433 金华市明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骆华军 42***0451 浙江科路核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袁冰 34***4431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张展航 33***7777 宁波杭州湾新区南部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陈兴伟 51***6310 重庆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何福伟 52***0014 重庆港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初始注册 李飞 13***6634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刘荣燕 51***8313 重庆粤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王翔 51***5517 重庆三峰科技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谢启良 36***3573 重庆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杨刚 51***831X 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赵齐亮 37***2719 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初始注册 郑斌 51***0851 重庆渝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翔 34***0017 铜陵广厦住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丁小卫 32***4873 安徽先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顾浩 34***3214 安徽开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韩伟 34***2697 庐江县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连成 34***0617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唐付向 41***6330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谢传宏 34***0017 淮北矿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俞能亮 34***7377 宣城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俞阳锁 34***153X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陈刚 50***6237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京利 11***3452 北京地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隆 13***0350 北京北汽恒盛和顺置业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程瑞杰 45***3796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迟本强 13***383X 北京地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代德强 14***541X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江博 41***4210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江成科 34***2716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江军 13***0335 北京中外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蒋德灵 51***1619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超 21***1818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家鹏 37***4378 北京首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中宇 51***5172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刘建龙 13***763X 中新合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明 34***3611 北京崇建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国利 61***3117 中煤天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马运昂 37***3558 宿迁华夏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孟丽晔 13***5522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史耀川 61***101X 北京地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苏跃 11***4718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修建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宿子炜 37***2010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覃恩英 45***2017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王维斌 62***3818 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伟 37***2134 北京新航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韦玮 45***1016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韦云 45***6034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乃娟 37***704X 中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邢洋 13***3537 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徐国星 15***4611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爽 21***2627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艳 51***2974 中铁天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洋 37***2832 中交瑞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余月强 42***9318 铁科院（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涛 21***4510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文锋 21***2037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张宇龙 13***1218 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海源 11***0341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修建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军 13***1817 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鹏 22***3713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强 13***7134 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郑姣 33***2845 北京中建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郑茂刚 51***7716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郑小亚 13***8010 瑞益诚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郑一柳 33***3617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程立继 35***1019 厦门海投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勾善新 32***2516 福建省华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洪文艺 35***1017 厦门新泉拆迁拆除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秋辰 50***0011 福建省武夷山市鸿安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吕景阳 35***3515 厦门海投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万根 32***4512 厦门垦鑫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雄伟 35***1531 中交建宏峰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洋 21***1879 厦门海投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章海军 51***5676 中建富泉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尚晓飞 14***3730 华邦建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蔡伟冠 44***4313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蔡玉龙 41***0030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瑾珲 52***0030 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袁 34***021X 广东瑞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丛日军 21***1975 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邓盛勇 44***1639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高飞 51***3039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何良贵 43***6019 广东天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胡定华 42***0079 广东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胡钰岿 15***5412 旭升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华杰 44***0012 广东南粤正方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黄鑫 44***5236 佛山市南海区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黄永富 43***721X 佛山市锦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姜伟 37***0338 广东润亚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蓝志敏 44***0412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变更注册 李建霞 51***7268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硕 36***065X 广东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学东 53***0011 广东省科源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变更注册 刘进玉 23***0019 广东立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旺堂 37***0314 广东润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正伟 51***7259 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启良 64***3013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治国 61***4534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麦志元 44***5155 广东稳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莫秀全 44***113X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变更注册 欧作敬 44***5737 广州协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彭江勇 36***0055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彭守建 36***4417 广东润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史佩军 61***2054 中交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宋颂 41***0058 广东佳林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苏环 36***5516 广东联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汤福 51***3470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凤娟 41***2469 裕通建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海峰 34***1193 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进中 42***4115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文 42***5519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向伟 33***4839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韦毓任 45***1552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文淦 43***8129 广东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钧明 44***2316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谢荣健 44***1312 广东博昇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徐晓宇 13***3919 广东有色地质肇庆勘测公司

变更注册 许凯君 35***4930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成志 44***125X 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余金海 42***4037 广东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袁雄文 43***0616 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曾定坤 43***4514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曾余平 43***6018 广东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国杰 62***0013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剑利 44***4836 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泉森 32***8517 中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义武 36***5210 广东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明 32***3337 广东华诚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郑小平 42***1016 深圳建安置业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朱勤宝 37***3118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朱习斌 34***0012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卢永明 45***105X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吕俊华 45***1032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李莲 45***1049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伍双军 45***1239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谢岗 61***2035 广西北投浦信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姚红 45***0337 柳州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曾夏雪 21***1260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翟军 43***4034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伟 42***0855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严流桥 52***6717 西南能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波 51***1770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健 46***1818 华中业（海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曾三成 61***281X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建强 51***269X 河北中基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军 41***9178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程开选 41***2930 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崔先停 41***7976 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邓蕾 41***0819 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董艳萍 41***1527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付朝辉 41***0815 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宗新 41***4015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利强 41***4814 中交一公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许元信 41***5255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永生 41***0515 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静敏 13***3486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军超 41***2415 河南贤坤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郑红昌 12***1751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鉴 13***1538 河南正华置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伟 61***5839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王晔 42***8567 江汉油田建昌实业潜江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熊友玲 42***3029 湖北帅程机电设备检修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华春 42***0073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南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胡运辉 43***1038 湖南警安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康路 43***2053 湖南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朱新华 43***1013 湖南盛世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董万里 22***2230 吉林梦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秋艳 22***2163 吉林省隆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孙国梁 22***2617 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张勇 22***1519 吉林梦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曹文龙 32***4315 标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戴尚将 32***1235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杜朝霞 43***7021 博瑞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范天荣 32***3615 江苏雨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伏才东 32***2014 江苏天园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顾太岭 32***0554 江苏神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春林 51***7717 苏州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军 32***3038 江苏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孟翔 32***6539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苏杰 32***0618 苏州华扬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建顺 32***1516 江苏神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庆益 32***8021 江苏神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伟华 45***0030 江苏博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奚淋烽 32***1236 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徐正英 32***3034 镇江百安安全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颜凯 32***2818 镇江百安安全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朝 61***0932 中交投资南京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尹钟澜 32***0838 南京思圆房地产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曾美云 32***1721 江苏淮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郑明国 32***5511 中铁钢结构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叶辰 36***1525 中泰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袁晓锋 61***0239 中乐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岳瑛 41***2425 吉安市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波 36***0739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俊平 22***2670 大连顺迪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宁艳君 21***1069 中矿检测（辽宁）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潘鹰 21***0034 中矿检测（辽宁）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汪强 21***2213 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邢献志 21***2058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建忠 21***1532 中矿检测（辽宁）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姚爱民 21***451X 中矿检测（辽宁）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立东 15***7119 内蒙古宏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史利永 15***5498 内蒙古蒙能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周玉田 64***2017 宁夏诚智信电力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先强 37***1658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靳庆迎 37***1716 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宾 21***3933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乃青 37***3219 百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晓君 37***0046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林鹏飞 37***3310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璐 37***0013 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彭博 42***1577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宋涛 32***4272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孙庆海 37***6038 济南海河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田斌斌 37***1870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利峰 37***4417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通轩 37***3513 山东履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信玉 37***5711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夏爱丽 37***1725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徐娟 37***8929 山东天宇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永成 61***0416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于飞 37***5338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明涛 37***3217 中冶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勇 51***4717 中精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白生强 13***0015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唐丽苹 13***0167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万洪胜 51***1418 国安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宇星 14***1281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崇全 13***0032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关伟 61***003X 信远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贾建设 61***0058 陕西兰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西寿 61***2512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潘灿强 41***5531 中交二公局萌兴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辛娟芝 64***3728 信远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许建兵 43***6014 信远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吉光 42***5012 信远建设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晓猛 61***0952 陕西中交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叶晰明 32***5614 春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超兵 51***6836 陕西凯米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丁攀 32***067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顾轩 51***401X 上海地江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郭战军 41***1016 上海市滩涂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梅颖杰 31***1375 上海锦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欧阳刚 42***0836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贵玉 63***1476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国强 15***0112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文灿 37***1539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云峰 31***3639 上海煜宝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勇 32***5455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俊 31***4419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琰 14***052X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玉贵 34***5417 上海建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庄剑红 35***6537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白杉 51***3418 中科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柏玲帆 51***0765 中天鸿翔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道林 52***6413 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扶林 34***2791 利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刚 51***5774 俊成建昱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功 51***1039 四川鼎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鲜展 34***1030 四川欣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宇 51***5169 俊成建昱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邓建 51***0013 俊成建昱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邓龙刚 51***1052 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邓巍 51***797X 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董齐云 61***0012 中科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杜全明 51***5510 中科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杜一鸣 51***1517 中建材西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高波 51***0480 四川旭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高睿 51***7011 四川日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高正 51***0995 中铁八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郭朝俊 64***5138 四川省科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郭俊 12***6010 四川省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郭晓舟 51***3015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韩青东 51***3914 中铁八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胡云龙 51***3716 中建材西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黄彬 51***1113 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黄虎 51***003X 四川臻锦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黄庆庆 32***2936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康婷 51***2245 中泰星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雷国蓉 51***0422 四川万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全用 37***3650 四川呈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涛 51***0815 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云海 53***3114 蓝凼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梁建忠 武水***1010 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林振奎 武水***3100 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俊兰 51***2544 四川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晓博 64***0019 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琰敏 51***6814 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刘勇 51***5014 四川康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鲁康 41***3518 四川省亘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罗显刚 53***0610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先员 51***113X 四川省绵阳川西北地质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毛科威 51***0717 四川丰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彭小勇 51***0018 四川宏腾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蒲克锋 51***5511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苏天才 51***3832 四川坤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孙健 65***9014 四川川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孙康 61***1910 中建长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孙平安 51***0015 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唐小平 51***3714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唐晓梅 51***3226 四川省正和邦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凤芝 21***1609 凉山金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勐 51***0519 中建材西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峥 21***4715 宜宾成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丹 51***1812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晓薇 61***2521 四川佳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武俊 51***1318 中蓉投建实业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向尚君 51***8650 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严达志 51***2715 四川鸿成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杨启锰 51***4813 四川绿建西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怡清 51***2030 四川省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 殷德峡 63***0619 四川润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游宏 51***2519 四川海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余家平 51***2335 四川展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曾道金 51***3531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健民 51***5113 俊成建昱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李 51***1457 成都方园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丽玲 51***0320 四川亿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玲 51***5524 四川旭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刃 51***0016 俊成建昱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松年 53***0027 祥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勇 51***7711 四川忠谊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远福 51***6330 四川同创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波 43***6412 至承建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朱训道 34***0452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韩俊杰 14***2517 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景宽 41***5456 天津中海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战华 41***4510 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吕永峰 21***1533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苏宁 12***1819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变更注册 王明增 37***4911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生松 12***6218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许洪杰 23***1279 中煤中原（天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艳 12***3123 天津筠轩安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赵菁 12***6524 中煤中原（天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谷秋先 65***5730 中丝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政治 65***0513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洪庆 53***1927 昆明同骏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刘福来 53***0835 云南文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钧 53***1211 十四冶建设集团云南第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谢华清 42***0050 云南珑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曾志江 53***1958 云南交投公路建设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支全民 37***4919 云南元土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周建一 53***4711 昆明铁鑫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资力尧 53***0015 云南能投滇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洪达 37***8314 宁波交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方之清 33***0538 杭州富阳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变更注册 洪钱勇 32***2411 嘉信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姜国华 32***5714 浙江广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马力辉 23***0414 浙江顺畅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王宇锋 33***2515 杭州水电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吴佑平 43***1079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徐建国 33***5413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叶时理 33***3713 台州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张海建 36***1112 浙江三丰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陈云露 32***1878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郭春 51***7414 重庆华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泽建 50***6012 重庆项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李志强 51***0219 重庆川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唐瑞 51***1775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唐顺安 45***4016 重庆鸣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熊维江 50***8715 重庆太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杨涛 50***0412 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 叶兆荣 51***2019 新中天环保工程（重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冯伟 34***7536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施道清 34***6214 安徽省建设工程测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汤兴平 34***2395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圣胜 34***2890 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铭亮 34***2513 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朱邦栓 34***1639 淮北矿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安谊 61***1012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陈长根 11***3835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董德强 41***5550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高明 61***2118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高瑞广 22***1815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高雪松 13***0410 北京中盛利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郭强 32***3312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郭文学 13***0676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韩同进 13***3511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何祥 32***0414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姜炜 22***1213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瞿武 52***2471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黎涛 41***1513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飞 14***7632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锋 51***5852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重新注册 李凤荣 13***6924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艮桥 13***0656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国才 21***3718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晓良 13***1313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志翔 13***0318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刚 13***0631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文民 23***6715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贻华 13***0014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治强 62***0956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吕国君 21***0017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骆新刚 13***0616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马亚龙 13***4510 北京建工海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孟凡晓 13***0654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牛鹏翔 13***0311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秦芳 41***2065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沈春华 32***4514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苏永 13***0330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唐欢欢 13***6114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田衡山 13***1818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大利 32***1219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大利 34***0059 北京政泰隆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福海 13***0616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宏 51***4119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晓锋 13***1216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晓刚 13***1215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杨志国 13***3554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袁军辉 51***7995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海侠 32***4043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莉 31***3622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启平 13***0797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绪刚 32***5019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建华 21***1527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郑国青 13***0767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周浩 51***8151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周菁 13***0316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周旭艳 22***0029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周艳东 11***4231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吴桂凤 35***3926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重新注册 吴添河 35***0031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蔡兰生 62***1015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曹振华 62***0815 甘肃机械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董红军 62***0437 甘肃筑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黄晓涛 62***0539 甘肃路桥第四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雒建奎 62***0036 甘肃路桥第四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毛发国 62***3712 甘肃机械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宋卫忠 62***005X 甘肃路桥第四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王海峰 62***0014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海军 32***0010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谢世峰 62***6513 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晨强 62***3910 甘肃机械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占旭 62***0631 甘肃路桥第四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安伟明 15***0316 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曹春玲 45***0229 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黄文干 44***0019 梅州市政宇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黄志平 36***0319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贾红娜 23***2060 广东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简金玲 63***9689 深圳市盛业地下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剑 44***7530 广州建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茹 41***3307 广东宝泰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伟 42***0439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奇奇 42***5613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吕恒光 34***0155 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孙岩 22***2841 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胥辉龙 43***051X 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成 42***4913 东莞市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唐利国 45***651X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蹇世云 52***341X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金山 22***0818 贵州鑫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川南 52***3410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石志勇 51***8431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学勋 62***5278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许德智 53***0955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杨胜财 52***005X 贵州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耀华 41***4572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勇 43***0234 中铁六局集团石家庄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嘉 13***5711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重新注册 张冲 13***0012 金大陆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周辉 13***2423 河北金正科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陈宇飞 43***5057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鑫 41***4454 郑州市中方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忠兴 41***2799 河南中原石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辉 41***3837 郑州市中方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满自盛 62***4632 黄河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任瑞红 42***2928 中铁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桑海书 41***0611 郑州市中方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利明 41***1511 焦作市水务管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徐延锋 41***3212 中石化河南油建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宏 41***1548 焦作市水务管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朱炳皇 34***033X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马云朋 23***2812 大庆油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郑立君 23***1510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陈向红 42***567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瑞华 42***2317 湖北省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熊大波 42***5651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杨旬安 61***097X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于力强 13***1615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董廷廷 14***0031 湖南中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方曲波 43***3519 岳阳长岭炼化通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符剑 43***3536 岳阳长岭炼化通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儒政 43***3516 岳阳长岭炼化通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凌泽琦 43***3511 岳阳长岭炼化通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涛 64***0514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德峰 37***3034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军雄 43***3519 湖南百思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白义 22***151X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盖宏伟 22***212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大伟 22***1224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淑云 22***2722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晓亮 22***6517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公司

重新注册 李秀春 22***1862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秀远 22***5725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彗琦 21***3320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莹莹 22***422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牛晓旭 22***242X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重新注册 乔世洪 22***3615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沈绪东 22***0037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石喆 21***0611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史舸 22***122X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史广明 22***3613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宋博 22***1511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陶世红 22***3943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荣伟 22***2453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于海 22***2418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于盈 22***332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苑颖 22***062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凤涛 22***2716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瑾 22***0322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峰 22***1419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俊枫 22***0068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立岩 22***0662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郑珍辉 22***3610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朱京勇 37***551X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祝兆辉 22***2212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范波涛 32***4816 徐州力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纪辉 32***0013 江苏创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金建 32***6018 江苏润扬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林祥信 32***0515 连云港市正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卢庆 32***8134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毛荣海 32***0213 江苏高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梅丛训 32***873X 南通诚意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彭义标 32***5437 江苏创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石飞 32***5219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孙奇 32***0031 盐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辉 36***0659 江苏天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严从兴 32***1216 江苏中盛联安全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游海斌 32***0215 南京市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袁学兵 32***3215 南京宝地梅山产城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工程发展分公司

重新注册 张建卫 32***6410 融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胡旭方 武水***075号 江西国嘉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曹树伟 12***2016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陈雷 21***2237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江崇君 21***3912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重新注册 李刚 21***2077 沈阳沈飞旭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李平 21***2010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万存 37***3172 辽宁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逯军梅 62***2528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马春生 21***2513 沈阳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彭博 21***1019 辽宁开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史良 21***1737 沈阳东北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于宝胜 51***3915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大为 21***0396 抚顺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穆雪峰 64***0910 宁夏长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刚 64***4516 宁夏恒建监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微 64***091X 宁夏五环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崔健 37***801X 济南莱建置业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杜军 41***2518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宫晨 37***0721 青岛东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郭旭东 37***181X 济宁壮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远宝 37***041X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成刚 13***0054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辉 37***0074 兴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连磊 37***0015 济宁华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刘庆林 37***0410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马国辉 37***0414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师青跃 37***0415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孙军 37***1819 济宁壮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万雨帆 37***5216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汪小东 37***3216 青岛中德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宝顺 37***0436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宝元 37***041X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建建 37***4596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凯 37***0715 青岛东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吴赞 13***2417 中煤第六十八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夏金龙 37***1816 新泰特变电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修林发 36***6311 山东黄河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徐忠兴 37***731X 青岛金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许杰 37***001X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许杰 46***0014 山东地矿开元勘察施工总公司

重新注册 岳鹏飞 37***4118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宪征 37***0913 阳谷县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重新注册 朱成龙 37***221X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密婷 14***0348 山西华晋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亚朋 14***0814 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海光 14***2813 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晋莲 15***1206 中铁六局集团太原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陈强 61***2616 陕西信达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郝赵彬 63***1330 诚信佳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盛士明 61***095X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闫冬 23***1932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赵宗昌 61***0035 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铜川分公司

重新注册 郭日升 36***7016 上海三维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何世安 61***2234 上海天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文庆 31***5033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洋 15***153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杨成才 37***4055 上海燎扬照明设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旭清 14***541X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陈然 51***6136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程琪 51***1111 四川大寒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冯洛新 41***0510 中蓉投建实业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郭仕华 50***0219 四川星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贾会珍 13***0362 四川东联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李博 23***0620 四川立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惠杰 14***6034 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勇 51***3013 四川晟泰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刚 37***8013 格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刘啸 51***5119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彭坚 51***0976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钱晓永 41***1414 四川省祥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晓刚 51***0415 阿坝州明珠电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王志男 51***2671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杨贤静 51***1772 四川中耀联胜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姚继兵 51***3978 四川四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春艳 51***0560 中建长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张立武 13***101X 四川腾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周绍平 51***5550 宜宾市金盾技防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注册 李爱华 65***542X 石河子开发区中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动 53***0915 云南昊滇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李永 53***0916 云南腾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种类 姓名 证件号码 聘用单位

重新注册 杨长福 53***3739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袁安泽 53***0630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杨琪 33***317X 浙江大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注册 余红兵 51***0034 浙江德清金丰建设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熊祖稳 34***4811 安徽和广建设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刘杨 11***0021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延续注册 陈永峰 51***7992 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李强 36***7719 深圳市锦粤达科技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杨振宇 41***3235 深圳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叶彦朝 41***4153 河南乾坤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邓杰 32***3215 南京北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王建亮 36***5535 国一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杨颉 36***1512 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

延续注册 杜金山 37***1619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延续注册 胡富强 31***3659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延续注册 张体斋 31***6316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延续注册 范辉辉 31***4012 上海康舒特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舒捷 42***0099 上海先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吴敏 36***0054 上海先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朱建功 61***3614 上海万申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赵建国 33***3036 浙江三丰建设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郭英华 51***2555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黄支明 51***6019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李大刚 51***2637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李栋栋 62***193X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钱元亮 51***7337 招商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苏锦辉 52***0014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夏忠文 51***5536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张建亮 51***241X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张瑜 51***8107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延续注册 邹桂英 51***3866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