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受理编号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审查意见

1 09010120211112056 湖北云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 09010120211109072 武汉衡兴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 09010120211109049 湖北穗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4 09010120211109034 湖北鄂尔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5 09010120211109029 武汉六湖连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6 09010120211109021 武汉时润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7 09010120211109013 湖北若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8 09010120211109008 中推（湖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9 09010120211109001 湖北茗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0 09010120211108096 湖北至诚致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
同意

11 09010120211108083 湖北傲蕴储建设有限公司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输变电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
同意

12 09010120211108082 湖北湖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核准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新申请事项企业名单

武汉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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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9010120211108081 湖北火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4 09010120211108078 湖北川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5 09010120211108077 湖北拓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16 09010120211108074 武汉盈启顺建筑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7 09010120211108073 武汉浩瀚享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8 09010120211108064 武汉瑞扬慧御建筑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9 09010120211108048 湖北秉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0 09010120211108044 湖北吉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1 09010120211108041 湖北应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2 09010120211108039 湖北韵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3 09010120211108034 湖北韵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24 09010120211108032 湖北晟鸿庆华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25 09010120211108027 湖北荣瑾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26 09010120211108025 湖北映美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27 09010120211108018 湖北岱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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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09010120211108003 湖北元超梦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29 09010120211107005 湖北秦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30 09010120211106001 湖北威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1 09010120211105115 湖北速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32 09010120211105110 湖北汇莱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3 09010120211105109 湖北盈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34 09010120211105100 湖北荣聚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5 09010120211105096 湖北全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6 09010120211105084 湖北澜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桥
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37 09010120211105074 湖北匠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8 09010120211105061 武汉楚纵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39 09010120211105038 湖北庚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建筑物纠偏和平移）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40 09010120211105035 湖北岑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1 09010120211105025 湖北宏睿天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42 09010120211105015 武汉泽江钢结构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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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09010120211105003 湖北中鸿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4 09010120211104105 湖北永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特种工程专业承包不分等级（限结
构补强）、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45 09010120211104104 湖北信佰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46 09010120211104098 湖北高满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石油
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

同意

47 09010120211104089 武汉隆呈厚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8 09010120211104086 武汉众智鸿图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49 09010120211104085 湖北理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0 09010120211104077 武汉珩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51 09010120211104071 湖北沁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52 09010120211104056 湖北天宇新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

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3 09010120211104053 湖北金霆佑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54 09010120211104043 湖北盛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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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09010120211104042 武汉利思源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56 09010120211104040 湖北铭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57 09010120211104029 湖北合优积潘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8 09010120211104026 湖北晗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59 09010120211104015 湖北诵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60 09010120211104014 武汉迪园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61 09010120211104008 武汉欣永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62 09010120211104007 武汉溥天砼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63 09010120211104006 湖北速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64 09010120211104005 湖北楚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65 09010120211104003 武汉中天宇图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66 09010120211104002 湖北禄茂通建筑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67 09010120211103110 湖北旭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
同意

68 09010120211103109 湖北诺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
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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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09010120211103104 湖北玺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70 09010120211103096 湖北谷云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71 09010120211103095 湖北师律行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隧
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
等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72 09010120211103093 湖北普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73 09010120211103077 武汉至擎建设有限公司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74 09010120211103070 武汉市勇存信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5 09010120211103059 湖北星优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古建筑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76 09010120211103057 湖北璀邦建设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7 09010120211103056 湖北北汇启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78 09010120211103051 湖北科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9 09010120211103035 湖北富禾兴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80 09010120211103034 湖北九洲润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81 09010120211103009 湖北池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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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09010120211103006 湖北乐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83 09010120211103005 湖北宛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84 09010120211103002 湖北若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85 09010120211102070 武汉兴百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86 09010120211102064 湖北众润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87 09010120211102055 湖北国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88 09010120211102054 武汉华恒建安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89 09010120211102031 湖北铂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90 09010120211102018 湖北沛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

包贰级
同意

91 09010120211102005 湖北中博建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92 09010120211101085 湖北驰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叁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93 09010120211101077 湖北中达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防水防腐保

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94 09010120211101075 湖北川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95 09010120211101071 湖北战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

分等级
同意

96 09010120211101046 湖北战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专业承包不分等级（限建筑物纠偏和平移）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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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09010120211020035 湖北华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98 09010120211018075 湖北举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99 09010120211014080
武汉木壹本众创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100 09010120211013030 湖北地纵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01 09010120210923062 湖北华源康泰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02 09010120210923061
华龙承建（武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103 09020120211111003 黄石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04 09020120211111001 湖北吉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05 09020120211110001 湖北追远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06 09020120211108005 湖北创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07 09020120211105009 湖北奎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08 09020120211105007 湖北星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09 09020120211104014 大冶市锦荣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0 09020120211104001 黄石市绿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黄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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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09020120211103006 湖北财尚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2 09020120211101005 湖北武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3 09020120211101002 湖北晓峰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4 09020120211030001 黄石吉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115 09020120211025011 湖北倍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16 09020120211025010 湖北哲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7 09020120211022003 湖北石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8 09020120211022002 湖北苍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9 09020120210924002 湖北鑫奥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120 09100120211108016 湖北宇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21 09100120211108014 湖北众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22 09100120211108013 武穴永建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23 09100120211108011 湖北耀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黄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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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09100120211105005 湖北海中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25 09100120211105002 湖北齐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26 09100120211104011 湖北淼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27 09100120211104010 湖北金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128 09100120211104006 湖北奥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29 09100120211104001 湖北中汇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30 09100120211103019 湖北中益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31 09100120211103018 湖北财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32 09100120211103017 湖北骄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同意

133 09100120211103009 湖北堃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34 09100120211103008 湖北宛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35 09100120211103006 湖北飞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36 09100120211102014 湖北腾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137 09100120211102006 湖北赢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38 09100120211102003 湖北歇荫树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139 09100120211101026 湖北方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40 09100120211101025 湖北神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0//11



141 09100120211101024 湖北坪尚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42 09100120211101012 湖北民海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43 09100120211101002 湖北展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44 09100120211027008 湖北山河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同意

145 09100120211027005 湖北丰耀翰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46 09100120211026001 湖北冠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47 09100120211021002 湖北爱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48 09100120211021001 湖北材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49 09100120211020019 湖北新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50 09100120211020017 湖北易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
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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