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受理编号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审查意见

1 09010120220707228 湖北前程同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 09010120220627146 武汉精微涂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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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级 同意

3 09010120220622152 湖北咪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建筑物纠偏和平移）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4 09010120220622126 湖北彦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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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9010120220622024 湖北永正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6 09010120220621118 武汉博进机电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 09010120220621048 湖北瑶熙建设有限公司
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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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8 09010120220620376 湖北崇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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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9010120220620369 湖北波利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10 09010120220620335 湖北博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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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



11 09010120220620329 湖北魅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2 09010120220620130 湖北茂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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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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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3 09010120220620128 湖北炫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4 09010120220620127 湖北敦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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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5 09010120220620126 湖北锃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16 09010120220620125 湖北英纵伟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17 09010120220620124 武汉星诚变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8 09010120220620121 武汉恒晟祥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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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

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19 09010120220620118 湖北泽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20 09010120220620117 湖北祥飞瑞腾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1 09010120220620112 湖北劳本利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2 09010120220620111 湖北葵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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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09010120220620106 湖北达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24 09010120220620104 武汉庆辉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5 09010120220620099 湖北杰信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26 09010120220620091 湖北玖康锋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27 09010120220620082 武汉普斯迪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28 09010120220620075 湖北正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29 09010120220620074 湖北省聚新鼎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30 09010120220620072 湖北琦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同意

31 09010120220620071 湖北泰吉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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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2 09020120220623001 湖北山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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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叁级

同意

33 09020120220621007 黄石琦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黄石市



34 09020120220614006 湖北瑞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
务资质不分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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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35 09020120220608001 黄石市冬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36 09020120220606001 黄石市玖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7 09050120220703001 湖北楚鼎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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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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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09050120220702001 宜昌烁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39 09050120220701010 宜昌和耀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0 09050120220701001 湖北友德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1 09050120220629008 宜昌隆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2 09050120220629007 湖北置方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3 09050120220629002 湖北枢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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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44 09050120220627003 秭归县海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旧版劳务资质 同意

宜昌市



45 09050120220627002 宜昌奥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6 09050120220624006 湖北艺高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7 09050120220624005 长阳锦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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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09050120220624004 湖北奥赛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49 09050120220623003 湖北骐领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0 09050120220621005 宜昌庆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旧版劳务资质 同意

51 09050120220621001 宜昌市维欧建筑有限公司 旧版劳务资质、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2 09040120220713003 湖北雄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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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09040120220712016 湖北川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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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09040120220712011 襄阳耀汇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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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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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09040120220712006 湖北漠客兄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56 09040120220711026 湖北德能舒适家居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襄阳市



57 09040120220711025 湖北开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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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09040120220711023 湖北千鸟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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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59 09040120220711022 湖北诚之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60 09040120220711019 湖北东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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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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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61 09040120220711018 湖北金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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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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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09040120220711016 湖北玺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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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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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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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0120220711005 湖北光成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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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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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64 09040120220708014 湖北攀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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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09040120220708010 湖北城饰先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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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66 09040120220708004 湖北闳盛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67 09040120220707007 湖北鑫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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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09040120220707006 湖北凝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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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09040120220706013 湖北崇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
同意

70 09040120220705007 湖北庚午长宏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1 09040120220704003 湖北聚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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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09040120220702010 襄阳邦达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3 09040120220702002 湖北伯伦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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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74 09040120220701023 湖北尼鸿建筑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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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

分等级

同意

75 09040120220701022 湖北以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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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同意



76 09040120220701019 湖北欧亮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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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09040120220701010 湖北捷信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78 09040120220701009 湖北陨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
同意

79 09040120220701008 湖北吉佳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80 09040120220701006 湖北泰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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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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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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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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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81 09040120220630014 湖北野风建设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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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09040120220630008 湖北伊湾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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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09040120220630007 湖北尚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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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09040120220629006 湖北康凡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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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09040120220629003 攀源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86 09040120220628009 湖北全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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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09040120220628004 湖北众展鸿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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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09040120220627009 湖北千嘉建设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石油化工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机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89 09040120220627008 湖北今奥建筑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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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09040120220627007 湖北庆合建筑有限公司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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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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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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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91 09040120220624002 湖北伟荣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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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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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92 09040120220623009 湖北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旧版劳务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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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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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09040120220617008 襄阳精致通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94 09040120220617002 湖北博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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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09040120220616035 湖北芳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96 09040120220602009 襄阳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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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09040120220525026 湖北汉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98 09110120220623008 湖北亚欧震达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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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99 09110120220623003 湖北强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00 09110120220621010 湖北楚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旧版劳务资质、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同意

101 09110120220621005 湖北丰泽固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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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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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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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102 09110120220621004 湖北广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03 09110120220621001 湖北泰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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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市



104 09110120220620002 湖北永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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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
同意

105 09110120220617009 湖北永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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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09110120220617003 湖北嵘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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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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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107 09110120220617002 湖北聚匠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08 09110120220613002 湖北盛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09 09110120220608008 武汉江城尚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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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09160120220701001 湖北盛世嘉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111 09160120220629001 仙桃零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同意

仙桃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