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受理编号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审查意见

1 09050120220524010 湖北锦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旧版劳务资质 同意

2 09050120220524007 湖北嘉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 09050120220524004 宜昌勤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 09050120220524003 湖北智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 09050120220524002 当阳市沮漳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6 09050120220520004 湖北阳森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 09050120220518001 宜昌祥隽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8 09050120220517001 湖北皓星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9 09050120220512005 宜昌道福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0 09070120220523005 湖北武京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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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1 09070120220513001 湖北华青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旧版劳务资质 同意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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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市

荆门市



12 09110120220525007 咸宁中天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3 09110120220523004 湖北硕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4 09110120220523002 湖北天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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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9110120220523001 嘉鱼金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6 09110120220520002 湖北嘉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7 09110120220517007 湖北中邦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8 09110120220517002 湖北都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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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09110120220516007 湖北闽福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0 09110120220516005 湖北艺隆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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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09110120220516003 湖北誉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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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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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22 09140120220512002 湖北高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3 09150120220602003 湖北腾骏建设有限公司 旧版劳务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4 09040120220526010 襄阳福宏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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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市

潜江市

天门市

咸宁市



25 09040120220526005 湖北擎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26 09040120220526004 襄阳俊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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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09040120220525025 襄阳盛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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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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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09040120220525024 湖北普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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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
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9 09040120220525021 湖北飒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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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09040120220525018 湖北新瑞建设有限公司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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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

级

同意

31 09040120220525010 湖北富仁建设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
资质不分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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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32 09040120220524013 湖北维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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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09040120220524012 湖北沐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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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09040120220523037 湖北智展达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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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
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35 09040120220523035 湖北锦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
同意

36 09040120220523034 湖北晟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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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09040120220523025 湖北聚同建筑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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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09040120220523020 湖北创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39 09040120220523019 湖北禾鼎融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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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
同意

40 09040120220523008 湖北昌丰粮机有限公司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41 09040120220523006 湖北春文宏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42 09040120220523002 湖北鸿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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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09040120220523001 湖北恒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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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09040120220522002 湖北秋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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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09040120220522001 湖北凝星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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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资质不

分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46 09040120220520023 湖北睿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47 09040120220520022 湖北鑫盈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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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09040120220520005 湖北玖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

务资质不分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49 09040120220519015 湖北威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0 09040120220518004 襄阳亨安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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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51 09040120220518001 湖北嘉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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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09040120220517013 湖北中海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3 09040120220517012 湖北睿丰宏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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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09040120220517011 湖北民盼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55 09040120220515001 湖北优合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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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09040120220512015 湖北天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57 09040120220512011 襄阳掘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8 09040120220512005 枣阳市天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9 09040120220512003 湖北曲鸿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起重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60 09040120220511008 湖北中汇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61 09040120220511007 湖北功成名业建设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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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62 09040120220511005 湖北瑾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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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09040120220510005 湖北沐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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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09040120220510004 湖北耀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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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09040120220509005 湖北昌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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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09040120220507015 湖北民阳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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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0120220506004 湖北众超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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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09040120220506001 湖北颜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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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69 09040120220429003 湖北嘉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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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0120220421004 襄阳龙马金缘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71 09040120220415002 湖北路略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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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09040120220414001 襄阳市佳信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