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准予杨发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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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兴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发乾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6020505 市政公用工程 

2 甘肃三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景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6224264 建筑工程 

3 甘肃金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窦宏伟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2209 建筑工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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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4306 水利水电工程 

5 甘肃鑫鹏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天海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22074247 

16012929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6 甘肃弘盛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栓喜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08010214 公路工程 

7 甘肃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亮亮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5463 市政公用工程 

8 甘肃中建道桥建设有限公司 王  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17013625 公路工程 

9 甘肃恒业建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辉军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23005413 市政公用工程 

10 甘肃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万飞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07160 建筑工程 

11 甘肃国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永斌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49114 市政公用工程 

12 甘肃惠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巧霞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3382 建筑工程 

13 甘肃腾渊建筑有限公司 李首君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18661 市政公用工程 

14 甘肃衡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曹盼盼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4811 建筑工程 

15 甘肃鑫鹏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飞燕 女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17016526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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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定西市和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莫长锋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24017646 建筑工程 

17 天水中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小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730 建筑工程 

18 甘肃第九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程生斌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608 建筑工程 

19 甘肃福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马仲祥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01082581 水利水电工程 

20 定西大禹节水有限责任公司 连文虎 男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6222732 水利水电工程 

21 甘肃海睿祥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程  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1996 建筑工程 

22 甘肃乾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增福 男 公路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5782 市政公用工程 

23 甘肃宏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曾潮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879 建筑工程 

24 甘肃秀景园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孟新林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3732 市政公用工程 

25 甘肃恒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建忠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2003 市政公用工程 

26 甘肃恒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望平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17012171 

190203740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27 甘肃晟扬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崔佳星 男 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 6221384 机电工程 

28 甘肃世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亚彪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2325 建筑工程 

29 甘肃兰电除尘设备有限公司 李治存 男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03182 市政公用工程 

30 甘肃第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  鑫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0902 建筑工程 

31 金塔县华鑫建业有限责任公司 马克瑞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2470 建筑工程 

32 甘肃中建道桥建设有限公司 杨  磊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2759 建筑工程 

33 甘肃中建道桥建设有限公司 温永兴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409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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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甘肃宁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晓艳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49605 市政公用工程 

35 甘肃野马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永东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20247 市政公用工程 

36 酒钢（集团）宏联自控有限责任公司 李彦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机电工程 17014317 机电工程 

37 会宁县宏达建业有限责任公司 雷芳静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00651 市政公用工程 

38 甘肃鑫源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29872 建筑工程 

39 甘肃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何  杰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449 市政公用工程 

40 甘肃万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魏晓丽 女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649 市政公用工程 

41 甘肃万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衣启程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18066216221056757 水利水电工程 

42 甘肃堃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吕  杰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402 市政公用工程 

4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甘肃工程有限公司 魏小朋 男 机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13574 市政公用工程 

44 甘肃武威高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创基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336 市政公用工程 

45 甘肃武威高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郭凯庆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001 市政公用工程 

46 甘肃中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段雪琦 女 公路工程 建筑工程 17014270 建筑工程 

47 甘肃七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菊玲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16011155 公路工程 

48 兰州瑞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孙亚宏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01036 建筑工程 

49 甘肃兴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白正祥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6201116 建筑工程 

50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王志荣 男 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01037956 水利水电工程 

51 崇信县天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建强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5260 市政公用工程 

52 甘肃南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建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104804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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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甘肃鸿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德明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4592 建筑工程 

54 庆阳市宏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赵德胜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0837 市政公用工程 

55 甘肃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亚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731 建筑工程 

56 甘肃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  鹏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0861 建筑工程 

57 甘肃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晓军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248 建筑工程 

58 甘肃霄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祁  伟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4725 建筑工程 

59 甘肃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拴平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0559 市政公用工程 

60 甘南君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宋晓敏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公路工程 2020106216201068424 公路工程 

61 甘肃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周娟娟 女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5764 建筑工程 

62 甘肃鸿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兴智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0426 建筑工程 

63 甘肃八翔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缑淑婵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21402 市政公用工程 

64 甘肃景居之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康学博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2020106216201004653 市政公用工程 

65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亚平 男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08011957 市政公用工程 

66 甘肃瑞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秉喜 男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08011361 公路工程 

67 甘南健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慕南南 男 市政公用工程 建筑工程 17016018 建筑工程 

68 甘肃三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光明 男 
公路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17011945 市政公用工程 

69 甘肃九洲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玉林 男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08011811 公路工程 

70 陇南市鸿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宝平 男 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工程 17010871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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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甘肃豪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韩梅君 女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2020106216201072604 水利水电工程 

72 甘肃众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先兵 男 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 2020106216201012807 建筑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