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何明珠等195名符合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条件的人员名单

序号 市州 企业名称 姓名 专业

1 鄂州市 湖北仁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明珠 建筑

2 恩施州 恩施州合力路桥有限公司 陈国洲 公路

3 恩施州 湖北华东冶建建设有限公司 童婷婷 市政

4 恩施州 湖北涵瑞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向春艳 建筑

5 黄冈市 黄梅县嘉亿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宋勋恒 建筑

6 黄冈市 麻城市天翔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张超彬 建筑,公路

7 黄冈市 湖北曜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振 建筑

8 黄冈市 湖北广超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李浩 机电

9 黄冈市 黄梅县嘉亿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胡瞻 建筑

10 黄冈市 湖北睿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欣 建筑

11 黄冈市 湖北楚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蔡松廷 建筑

12 黄石市 湖北锦天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祖刚 公路

13 黄石市 湖北恒晖机电承装有限公司 余怀志 机电

14 黄石市 湖北翊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紫文 建筑

15 黄石市 蚁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吴小红 市政

16 荆门市 湖北楚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邓操 公路

17 荆门市 沙洋楚雄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峥 建筑

18 荆门市 湖北金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梦竹 市政

19 荆州市 湖北荆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雯雯 建筑

20 荆州市 湖北利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陈山 市政

21 荆州市 荆州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轩 市政

22 荆州市 湖北宝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薇 建筑

23 荆州市 湖北开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柏霖 建筑

24 荆州市 湖北开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燕军 建筑

25 潜江市 湖北兴德皓远建设有限公司 姜露 建筑,市政

26 潜江市 天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勋 市政

27 潜江市 江汉油田建安实业潜江有限责任公司 李欣芯 市政

28 神农架林
区

神农架恒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陈睿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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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省属企业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李大燕 公路

30 省属企业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许兵 市政

31 省属企业 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肖义凡 机电

32 省属企业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廖志刚 市政

33 省属企业 湖北瑞盛舜昌建设有限公司 刘世锋 建筑

34 省属企业 湖北瑞盛舜昌建设有限公司 喻艳苹 水利

35 省属企业 湖北开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苏美玲 市政

36 十堰市 湖北绿被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汪鳌 市政

37 十堰市 湖北启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泉 市政

38 十堰市 房县瑞安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邹纵 建筑

39 随州市 湖北安荆恺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群珍 建筑

40 随州市 湖北鸿星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刘涛 市政

41 随州市 湖北曾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加乐 建筑

42 随州市 湖北汉东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王振宇 机电

43 天门市 华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紫钰 市政

44 天门市 湖北乐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涂松良 市政

45 武汉市 湖北启峰恒建设有限公司 郑贵芳 建筑

46 武汉市 湖北利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王野 建筑

47 武汉市 湖北启峰恒建设有限公司 毛京京 建筑

48 武汉市 武汉众联恒兴科技有限公司 周德胜 机电

49 武汉市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张彦龙 市政

50 武汉市 湖北弘兴胜建设有限公司 唐小洁 建筑

51 武汉市 武汉星之蓝科技有限公司 周雄茂 机电

52 武汉市 湖北高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建华 市政

53 武汉市 武汉森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张田 市政

54 武汉市 湖北骉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漫 建筑

55 武汉市 武汉众搏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邱东林 建筑

56 武汉市 武汉鑫博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陈杰 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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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武汉市 武汉中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梦觉 建筑

58 武汉市 湖北和皓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陈鸿浩 机电

59 武汉市 湖北创宇鑫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婷 建筑

60 武汉市 湖北宇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理阳 市政

61 武汉市 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倩文 建筑

62 武汉市 武汉中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邓国文 建筑

63 武汉市 湖北森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立春 建筑

64 武汉市 湖北省德兆泰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建祥 市政

65 武汉市 修房客（武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吴诚 市政

66 武汉市 湖北玥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涂秋林 建筑

67 武汉市 湖北世代安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李兰 建筑

68 武汉市 湖北铭于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燕芬 机电

69 武汉市 湖北铭于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顺龙 建筑

70 武汉市 盛隆电气集团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刘娟 机电

71 武汉市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陈贤 机电

72 武汉市 湖北科恒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柳 市政

73 武汉市 修房客（武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吴英子 建筑

74 武汉市 武汉长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旋 市政

75 武汉市 湖北鑫天创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彭舟艳 建筑

76 武汉市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熊三来 建筑

77 武汉市 湖北正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张灵妍 机电

78 武汉市 武汉威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董淼 建筑

79 武汉市 武汉卡托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方佳文 市政

80 武汉市 修房客（武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田梦 建筑

81 武汉市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
汉）

杨焕平 机电

82 武汉市 盛隆电气集团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雷硕虎 机电

83 武汉市 修房客（武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饶欢 市政

84 武汉市 武汉杰仕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余姝雯 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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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武汉市 武汉恒际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 胡江林 机电

86 武汉市 湖北崇建磊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华荣 机电

87 武汉市 武汉文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卢怡蓉 建筑

88 武汉市 湖北好宇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肖腾飞 市政

89 武汉市 必拓必泰（湖北）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萧佩 市政

90 武汉市 武汉熠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易豪 机电

91 武汉市 湖北好宇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黎明 建筑

92 武汉市 武汉千艺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涂娟 市政

93 武汉市 武汉岱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谢阳 机电

94 武汉市 武汉兴方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洲 建筑

95 武汉市 必拓必泰（湖北）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张魏 市政

96 武汉市 湖北湘梓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肖帮 市政

97 武汉市 湖北鸿瑞益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龚凤麟 建筑,市政

98 武汉市 武汉细宏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郭雅萍 市政

99 武汉市 湖北良明建设有限公司 夏力行 市政

100 武汉市 湖北道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焱军 市政

101 武汉市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栋 机电

102 武汉市 武汉太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陆怡红 市政

103 武汉市 武汉瑞磊科技有限公司 章田 机电

104 武汉市 武汉纵横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吴琼 市政

105 武汉市 湖北一凡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胡新华 市政

106 武汉市 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
汉）

吴良学 机电

107 武汉市 武汉太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汪丹 市政

108 武汉市 武汉佳钰新材工程有限公司 罗文江 市政

109 武汉市 湖北乾景世纪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刘传军 建筑

110 武汉市 新疆兵团（湖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波 市政

111 武汉市 新疆兵团（湖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雷春晖 市政

112 武汉市 武汉太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吕淑娟 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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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武汉市 湖北骄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艾桥 市政

114 武汉市 湖北珂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杰 建筑

115 武汉市 湖北珂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保强 建筑

116 武汉市 中煤紫光湖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方晶晶 市政

117 武汉市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任晓映 机电

118 武汉市 武汉双辰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影 市政

119 武汉市 湖北信道科技有限公司 文康康 建筑

120 武汉市 湖北景禾堂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王润娴 建筑

121 武汉市 湖北永扬建设有限公司 金汉兵 建筑

122 武汉市 湖北恒峰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金国 市政

123 武汉市 武汉利世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小燕 市政

124 武汉市 湖北千方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郑荣 建筑

125 武汉市 湖北信道科技有限公司 陈玲 建筑

126 武汉市 湖北创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文 机电

127 武汉市 湖北恒辉汇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志辉 建筑

128 武汉市 湖北宏运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娟 市政

129 武汉市 湖北益众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龙红艳 机电

130 武汉市 湖北君东建设有限公司 林日 建筑

131 武汉市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设计所 董治君 市政

132 武汉市 武汉三江锦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许思卉 建筑

133 武汉市 湖北吉地金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祝英 建筑

134 武汉市 武汉恒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刘潇 市政

135 武汉市 湖北粼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振宇 建筑

136 武汉市 湖北新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秦环 建筑,市政

137 武汉市 武汉市双凤亭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谢洪正 建筑

138 武汉市 湖北省德兆泰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昇 市政

139 武汉市 湖北瑞硕建设有限公司 吴贤虎 建筑

140 武汉市 湖北鑫天创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王子韬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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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武汉市 武汉泰广洪劳务有限公司 余琦 建筑

142 武汉市 湖北古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雪琴 建筑

143 武汉市 湖北舞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隐 建筑

144 武汉市 湖北鑫天创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李治铖 市政

145 武汉市 湖北速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彭约 市政

146 武汉市 湖北万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安全 市政

147 武汉市 智网安云（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邓华越 建筑

148 武汉市 湖北弘越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欢 建筑

149 武汉市 湖北速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志伟 市政

150 武汉市 湖北广沛园林古建有限公司 雷海洲 建筑

151 武汉市 湖北富德欣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珊 市政

152 武汉市 湖北阳顺宸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红 建筑

153 武汉市 湖北速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万程 市政

154 武汉市 智网安云（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叶靖 市政

155 武汉市 湖北盛世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少丽 市政,建筑

156 武汉市 宸琪盛达建设（湖北）有限公司 徐梦 建筑

157 武汉市 湖北坤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杨博 市政

158 武汉市 湖北堃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成 建筑

159 仙桃市 湖北鼎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婷 建筑

160 仙桃市 湖北博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俊辉 建筑

161 仙桃市 湖北隽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志傲 建筑,市政

162 咸宁市 湖北琨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盛剑 市政

163 咸宁市 湖北宸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丁雪飞 市政

164 咸宁市 湖北志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陈仕强 建筑,市政

165 襄阳市 湖北保东建设有限公司 范世海 建筑

166 襄阳市 湖北楠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阮彬 建筑

167 襄阳市 东风咨询有限公司 张苏禹 建筑

168 襄阳市 襄阳永盛飞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强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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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襄阳市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鲍雨 建筑

170 襄阳市 枣阳市天河建筑有限公司 杜新敏 市政

171 襄阳市 湖北建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琳曼 建筑

172 襄阳市 湖北宣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华梅 建筑

173 孝感市 应城市兴达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鹏 公路

174 孝感市 孝感市新禹江河工程公司 王重华 市政

175 孝感市 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扬威 建筑

176 宜昌市 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骆建洲 市政

177 宜昌市 中远汇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雯 市政

178 宜昌市 宜昌三峡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彭斯 机电

179 宜昌市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何润琪 建筑,市政

180 宜昌市 湖北昊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都都 水利

181 宜昌市 宜昌金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田开武 市政

182 宜昌市 宜昌三峡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劲松 机电

183 宜昌市 湖北联诺建设有限公司 金伟 建筑

184 宜昌市 湖北盛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卢斌 市政

185 宜昌市 湖北荣赫建设有限公司 刘宏云 市政

186 宜昌市 湖北焱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文明 建筑

187 宜昌市 湖北焱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阳辉 市政

188 宜昌市 湖北焱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洋 建筑

189 宜昌市 湖北民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慎虹 水利

190 宜昌市 湖北西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杜文超 建筑

191 宜昌市 宜昌三峡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曹宇林 建筑

192 宜昌市 湖北誉泰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覃彬 市政

193 中央驻鄂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陈茜 市政

194 中央驻鄂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杜浩 市政

195 中央驻鄂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熊舜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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