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申泽等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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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大淏建设有限公司 申泽 建筑

2 鄂州市 湖北银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舒益峰 建筑

3 恩施州 咸丰县双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叶晗 公路

4 恩施州 巴东县天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荣 公路

5 黄冈市 罗田鸿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卫昊 市政

6 黄冈市 湖北铭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均胜 建筑

7 黄冈市 湖北铭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豪 建筑

8 黄冈市 湖北铭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詹腾 市政

9 黄石市 湖北鸿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向红枚 建筑,市政

10 黄石市 湖北佰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叶超 建筑

11 黄石市 湖北殷祖古建集团有限公司 夏文豪 市政

12 荆门市 荆门楚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易新波 市政

13 荆门市 荆门市华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任晓玲 机电

14 荆州市 湖北荆鼎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韩美峰 建筑

15 荆州市 湖北东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肖刚 机电

16 荆州市 湖北盛原益建设有限公司 田文胜 建筑

17 荆州市 公安县畅通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 徐凯 市政

18 荆州市 湖北江河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吴忠华 建筑

19 十堰市 湖北林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雷东 公路

20 十堰市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王俊 建筑

21 十堰市 湖北大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迪 建筑

22 十堰市 湖北郧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升斌 市政

23 十堰市 湖北大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程恩兰 建筑

24 十堰市 湖北大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堡城 建筑

25 随州市 湖北岚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蔡雨君 市政

26 随州市 随县烈山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长坤 市政

27 武汉市 湖北新时异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贺玲玲 市政

28 武汉市 武汉天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海涛 市政

第1页，共5页



附件1 申泽等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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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武汉市 湖北华明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策 建筑

30 武汉市 湖北临空联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任新华 市政

31 武汉市 湖北宿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石甲宏 建筑

32 武汉市 湖北泰熙安建设有限公司 周丽平 建筑

33 武汉市 湖北泰熙安建设有限公司 徐亚辉 建筑

34 武汉市 湖北蜀道建设有限公司 王晓英 水利

35 武汉市 湖北海申阔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启航 建筑

36 武汉市 武汉望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曾炎 建筑

37 武汉市 湖北坤弘华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壮 建筑

38 武汉市 湖北聚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王康 机电

39 武汉市 武汉德裕荣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慧 市政

40 武汉市 湖北明傲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池 机电

41 武汉市 湖北回龙望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林哲 市政

42 武汉市 武汉凯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晓浪 市政

43 武汉市 湖北万景业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静杰 市政

44 武汉市 湖北纳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董昊 市政

45 武汉市 武汉真华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刘斌 机电

46 武汉市 湖北怡佳电梯有限公司 张浩 机电

47 武汉市 武汉三江航天远方科技有限公司 冷文明 建筑

48 武汉市 湖北舞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晨曦 市政

49 武汉市 湖北一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媛媛 建筑

50 武汉市 湖北徳鸿华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超 市政

51 武汉市 湖北天兴伟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月红 建筑

52 武汉市 湖北福业凯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英杰 建筑

53 武汉市 湖北亿全实业有限公司 李晶 市政

54 武汉市 湖北泰熙安建设有限公司 王雅 市政

55 武汉市 武汉里得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泽宇 机电

56 武汉市 武汉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李聪 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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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武汉市 武汉圣堡龙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朱洪杰 建筑

58 武汉市 武汉长烨众禾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何烨 市政

59 武汉市 湖北匠芯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宋少祥 公路

60 武汉市 武汉秉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伶丽 市政

61 武汉市 武汉拓格睿建设有限公司 徐登 市政

62 武汉市 武汉众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韵涵 市政

63 武汉市 湖北鑫信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吕肖 市政

64 武汉市 湖北杰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汤杰 建筑

65 武汉市 湖北中易建设有限公司 刘延枫 市政

66 武汉市 武汉鸣华交通设施有限责任公司 陈美华 市政

67 武汉市 湖北亿全实业有限公司 谢超 市政

68 武汉市 武汉天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远志 市政

69 武汉市 武汉正洪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汪俊 市政

70 武汉市 湖北创智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徐国为 机电

71 武汉市 湖北亿全实业有限公司 吕迎普 市政

72 武汉市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能效测评有限
公司

许亮 建筑

73 武汉市 武汉青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磊 建筑

74 武汉市 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超 市政

75 武汉市 湖北持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敏 机电

76 武汉市 武汉斯遇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玉方 市政

77 武汉市 武汉博云科技有限公司 方耀 机电

78 武汉市 武汉光盛电气有限公司 袁亚男 建筑

79 武汉市 湖北桓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方明 建筑

80 武汉市 湖北杨石三建设有限公司 余子清 市政

81 武汉市 武汉国聚建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媛 建筑

82 武汉市 武汉东方盛业建设有限公司 陈洪勇 建筑

83 武汉市 湖北鑫泽宇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李政 建筑

84 武汉市 湖北杨石三建设有限公司 董丹 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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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武汉市 武汉畅唯安宁科技有限公司 夏威 建筑

86 武汉市 武汉秉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杜安伦 建筑

87 武汉市 湖北杨石三建设有限公司 吴雅恒 市政

88 武汉市 武汉三合鼎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涛 机电

89 武汉市 湖北徳鸿华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雪平 市政

90 武汉市 湖北缔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蔡磊 建筑

91 武汉市 湖北杨石三建设有限公司 方红霞 市政

92 武汉市 武汉里得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吕艳 机电

93 武汉市 武汉华泰恒安门业有限公司 王洋 市政

94 武汉市 武汉宝立能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郑海勇 机电

95 武汉市 武汉宏隽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波 建筑

96 武汉市 湖北祥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博文 机电

97 武汉市 湖北纳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邱强强 市政

98 武汉市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能效测评有限
公司

孙青果 市政

99 武汉市 武汉曙宸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田望生 建筑

100 武汉市 湖北曜曦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青 建筑

101 武汉市 武汉曙宸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张跃飞 建筑

102 武汉市 武汉幸福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任维 建筑

103 武汉市 武汉华林通达工程有限公司 李仕银 市政

104 武汉市 武汉兴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严珺 建筑

105 武汉市 武汉隆兴升建筑有限公司 胡锦原 市政

106 武汉市 湖北康齐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汪洋 市政

107 咸宁市 武汉翰辰建筑有限公司 吴思琪 建筑

108 咸宁市 湖北迈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孔文锋 市政

109 襄阳市 湖北七方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章俊 市政

110 襄阳市 湖北天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尤梦星 市政

111 襄阳市 襄阳经纬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张志恒 公路

112 襄阳市 襄阳经纬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黄海军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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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襄阳市 湖北凯蒂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辛涛 市政

114 襄阳市 宜城市第四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何风华 市政

115 襄阳市 湖北梵创优居建设有限公司 袁梅 建筑

116 襄阳市 湖北三肯筑磐建设有限公司 刘坤鹏 建筑

117 孝感市 孝感市澴川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游成祥 市政

118 孝感市 湖北厚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世虎 市政

119 宜昌市 湖北银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杜鹃 建筑,市政

120 宜昌市 湖北玖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超 建筑,市政

121 宜昌市 宜昌三峡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姚静雅 机电

122 宜昌市 湖北宜化集团化工机械设备制造安装有
限公司

向奎 机电

123 宜昌市 长江三峡水务（宜昌）有限公司 吴高荣 市政

124 宜昌市 宜昌市永绅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刘保华 机电

125 宜昌市 湖北硕丰建设有限公司 胡不爽 建筑

126 宜昌市 湖北鋆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韩俊莉 建筑

127 宜昌市 宜昌凸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申焕云 建筑

128 中央驻鄂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冯源 建筑

129 中央驻鄂 武汉东研智慧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良健 机电

130 中央驻鄂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马自强 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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