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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准予韩惠娟等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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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新开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韩惠娟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0827 建筑工程 

2 甘肃隆山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田自龙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07695 建筑工程 

3 酒泉市兴厦建业有限责任公司 贾惠荣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08011070 水利水电工程 

4 甘肃睿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振虎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389 市政公用工程 

5 甘肃天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杰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582 市政公用工程 

6 甘肃太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桂英 女 水利水电工程 机电工程 17016011 机电工程 

7 甘肃胜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6012383 建筑工程 

8 张掖市恒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代武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3937 建筑工程 

9 甘肃拓建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陈建军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171 市政公用工程 

10 酒泉天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景厚元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1086856 

17021819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1 甘肃天泽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闫银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680 市政公用工程 

12 甘肃伊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莉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0025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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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甘肃碧水欣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丁鹏 男 水利水电工程 机电工程 17010629 机电工程 

14 甘肃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茹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1063928 建筑工程 

15 陇南市盛元建筑有限公司 连艳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4024722 市政公用工程 

16 
甘肃建投土木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白清彩 女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机电工程 

公路工程 16020448 公路工程 

17 甘肃百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嘉誉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20680 市政公用工程 

18 甘肃润灏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彭强强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90203822 市政公用工程 

19 永靖县嘉庆古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范晓凤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3934 建筑工程 

20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蔺亮亮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255 市政公用工程 

21 
甘肃昱达恒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张宏伟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536 市政公用工程 

22 甘肃翔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后小刚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856 市政公用工程 

23 甘肃建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孙福恩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1333 建筑工程 

24 酒泉新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尉亚辉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1074288 建筑工程 

25 甘肃建安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玉良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345 市政公用工程 

26 甘肃诚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智成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21037480 水利水电工程 

27 平凉市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郭倩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17011602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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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甘肃福泽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郭昊凯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0677 建筑工程 

29 甘肃桦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爱珺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17021974 公路工程 

30 甘南州恒生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志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1194 建筑工程 

31 甘肃天泽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乔戈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17014261 公路工程 

32 定西市工程咨询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张涛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165 市政公用工程 

33 敦煌市天河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朱学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1976 建筑工程 

34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唐兴国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29054420 公路工程 

35 甘肃鑫洋水电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张建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2505 市政公用工程 

36 庆阳泰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田忠庆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020106216201102205 机电工程 

37 甘肃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刘敏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2130 市政公用工程 

38 甘肃华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小勇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6883 建筑工程 

39 甘肃宏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新芳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3188 建筑工程 

40 甘肃盛世恒瑞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桑阿娟 女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0888 市政公用工程 

41 甘肃荣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洋 男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861 市政公用工程 

42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隆建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陈小雷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6275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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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甘肃鑫辰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小强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6209493 建筑工程 

44 甘肃荣昇建设有限公司 陈德新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2094193 建筑工程 

45 张掖市恒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明虎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17518 建筑工程 

46 甘肃泰山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刘佳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2062 市政公用工程 

47 甘肃崚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志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公路工程 190203881 公路工程 

48 中国甘肃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马晓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6013218 建筑工程 

49 甘肃浩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晓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2045730 建筑工程 

50 甘肃中良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丽丽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6216916 建筑工程 

51 铭扬天润建设有限公司 张会鑫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6013434 建筑工程 

52 甘肃三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生文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010 市政公用工程 

53 甘肃金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邵艳红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4076290 市政公用工程 

54 甘肃旭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樊晖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4050979 市政公用工程 

55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建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24335 建筑工程 

56 甘肃天城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永强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66484 市政公用工程 

57 中国甘肃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孙世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2580 建筑工程 

58 甘肃远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爱萍 女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6206166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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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张掖市恒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尉潇元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1270 市政公用工程 

60 兰州瑞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孙世福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7015407 水利水电工程 

61 甘肃天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焕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3122 建筑工程 

62 正宁县恒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宫高峰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971 市政公用工程 

63 甘肃长森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房桂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0533 建筑工程 

64 甘肃联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徐洪孝 男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6215722 建筑工程 

65 酒泉北方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卫亮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6012115 建筑工程 

66 甘肃昊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伟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90200912 机电工程 

67 甘肃文瀚工程有限公司 杨枫栋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6019295 市政公用工程 

68 甘肃乾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潘竞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1154 建筑工程 

69 酒泉荣鑫建业有限公司 马鹏武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5187 市政公用工程 

70 酒泉市果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程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866 市政公用工程 

71 甘肃省安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晏晓飞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7013375 机电工程 

72 甘肃太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明叶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182 建筑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