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省建筑工程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合格人员名单（副高）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业 准考证号 成绩

1 孙立明 男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963 合格

2 周娴 女 湖北腾升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049 合格

3 胡文佳 男 华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0921 合格

4 杨雨沁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 420011856 合格

5 王珊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 420011343 合格

6 李谢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 420011776 合格

7 金韦韦 女 荆门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 420011023 合格

8 马启慧 男
湖北永承建筑勘察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745 合格

9 江蓓 女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0915 合格

10 何文超 男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0913 合格

11 张弛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712 合格

12 王兴涛 男 十堰城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0912 合格

13 吴华林 男
三峡大学（湖北）设计咨询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696 合格

14 马新林 男 荆门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652 合格

15 何伦全 男
竹山县鑫竹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2546 合格

16 高智鹏 男
孝感科先电力工程咨询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2548 合格

17 程文思 女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139 合格

18 陈晓红 女
湖北永承建筑勘察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488 合格

19 冯祥 男
竹山县鑫竹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2593 合格

20 秦琴 女 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121 合格

21 林希 男 麻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筑设计 420012194 合格

22 刘佳 男 荆门佳德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424 合格

23 王博 男 十堰市程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2184 合格

24 蒋钊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 420010943 合格

25 严林 男 湖北交投襄阳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411 合格

26 刘杰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 420010942 合格

27 李琳 女 荆州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2133 合格



28 李旭 男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筑设计 420011378 合格

29 李田 男 长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064 合格

30 郭霄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049 合格

31 邓华斌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71 合格

32 赵静 女 湖北安东建筑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70 合格

33 王可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065 合格

34 吕华平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063 合格

35 王锟 男 十堰蓝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60 合格

36 龙德干 男 长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988 合格

37 向华 男 湖北生态山水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974 合格

38 王玮 男 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056 合格

39 刘志才 男 华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41 合格

40 刘汉涛 男 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27 合格

41 徐涛 男 华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25 合格

42 邓建红 男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872 合格

43 王华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866 合格

44 朱兵 男 神农架和生达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11 合格

45 叶鹏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853 合格

46 张敏 男 湖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834 合格

47 周康 男 湖北交投鄂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832 合格

48 魏运国 男 湖北舜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033 合格

49 吴艳梅 女 来凤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建筑施工 420011822 合格

50 滕丽 女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851 合格

51 贺春梅 女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建筑施工 420010829 合格

52 陈贞 女 湖北双浩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758 合格

53 李雪菲 女 湖北荆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257 合格

54 周鹏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251 合格

55 严金池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743 合格

56 周卫亮 男 湖北长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731 合格

57 张舒娴 女
渝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98 合格



58 王志刚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94 合格

59 胡丽霞 女 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999 合格

60 纪大田 男 国瑞（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786 合格

61 张艳列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58 合格

62 王恒 男 湖北舜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57 合格

63 洪旺良 男
荆州市市政建设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建筑施工 420012739 合格

64 代勇 男
荆门俊丰绿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48 合格

65 徐华桥 男 湖北路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725 合格

66 张群连 女 湖北飞升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723 合格

67 邓菊梅 女 华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996 合格

68 侯林 男 荆州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714 合格

69 程定波 男 湖北交投产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193 合格

70 罗俊 男 湖北楚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693 合格

71 杨辉朋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23 合格

72 邓波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11 合格

73 余金 男 湖北安德广厦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650 合格

74 涂泽茂 男 湖北寰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646 合格

75 钱长舟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591 合格

76 陈敏 男 湖北三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624 合格

77 徐勋保 男 湖北景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607 合格

78 穆祖园 男
荆门俊丰绿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576 合格

79 熊燕 女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903 合格

80 陈峰峰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543 合格

81 周炜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546 合格

82 郭贤望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天华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517 合格

83 李文杰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539 合格

84 刘重阳 女
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建筑施工 420011532 合格

85 向军 男 恩施宏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973 合格

86 吴东 男 湖北拓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476 合格

87 赵亿敏 男 钟祥华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467 合格



88 张旗红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464 合格

89 沈金山 男
湖北桂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823 合格

90 刘伟德 男 黄石市下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440 合格

91 朱海 男 湖北国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509 合格

92 刘飞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485 合格

93 胡水志 男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356 合格

94 程展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355 合格

95 梅华雄 男 湖北省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472 合格

96 吴志良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128 合格

97 钱美俊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464 合格

98 王军强 男 湖北省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115 合格

99 郭浩 女 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454 合格

100 刘俊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107 合格

101 李长红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246 合格

102 张明勋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102 合格

103 严玉良 男 湖北天达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219 合格

104 丁谱 男 湖北城市地质工程院 建筑施工 420011431 合格

105 刘宗伦 男 恩施宏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834 合格

106 田小喜 男 武穴市国营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65 合格

107 王可定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63 合格

108 赵洋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43 合格

109 向苗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39 合格

110 陈千科 男 长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36 合格

111 尹辉 男 咸宁市散装水泥办公室 建筑施工 420012127 合格

112 张在思 男 武穴市国营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400 合格

113 邓涛 男 神农架林区金马建筑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16 合格

114 覃绍恒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98 合格

115 高俊成 男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 建筑施工 420011396 合格

116 柳文辉 男 湖北黄冈华兴冶金窑炉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10 合格

117 田普箭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101 合格



118 方俊 男 华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384 合格

119 张欣 男 湖北黄冈华兴冶金窑炉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079 合格

120 刘玉清 男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2395 合格

121 付靓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结构 420011030 合格

122 屈斌 男
十堰市华脉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
建筑结构 420011726 合格

123 税宏亮 男
孝感市工程咨询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
建筑结构 420012702 合格

124 龙红军 女 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0922 合格

125 吴博 男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筑结构 420012523 合格

126 左学咏 男 湖北交投襄阳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562 合格

127 洪云 男 湖北建艺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255 合格

128 彭蓉 女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016 合格

129 周华军 男
通山县金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责任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0840 合格

130 钱永茂 男 湖北远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2510 合格

131 李宏飞 男
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湖

北分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2555 合格

132 张斌 男 湖北川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2192 合格

133 陈红光 男 湖北省机电研究设计院股份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2383 合格

134 雷凡 女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191 合格

135 张程 男 湖北远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0895 合格

136 刘辉平 男
黄冈市中诚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建筑结构 420012370 合格

137 张卓 男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2353 合格

138 张金雄 男 武汉华德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295 合格

139 周成 男 荆门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0891 合格

140 姚军 男 十堰城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604 合格

141 程海艳 女
三峡大学（湖北）设计咨询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529 合格

142 孙佩佩 女 十堰城控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0918 合格

143 聂小鹏 男 湖北核工业勘察设计院 建筑结构 420012563 合格

144 杨金招 男 长江大学设计研究院 建筑结构 420012671 合格

145 马宁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结构 420010952 合格

146 夏桂胜 男 湖北交投鄂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2601 合格

147 张义祖 男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083 合格



148 李艳 女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建筑结构 420011380 合格

149 吴磊 男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筑结构 420011044 合格

150 刘欢 男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给排水 420011793 合格

151 康俊卿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给排水 420011288 合格

152 叶立汉 男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给排水 420011504 合格

153 彭隆钧 男 湖北建艺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1667 合格

154 张鹏山 男
孝感市城乡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给排水 420011681 合格

155 李春娟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给排水 420011446 合格

156 范黎锋 男 荆门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给排水 420012302 合格

157 郭荣华 男 武汉华德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2146 合格

158 华磊 男 湖北浩宇给水排水设计有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0932 合格

159 濮果 男 湖北浩宇给水排水设计有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1362 合格

160 伍文召 男
湖北鸿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恩施

分公司
给排水 420012284 合格

161 吴寅 男 武汉华德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2228 合格

162 刘勇 男 湖北中顺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1458 合格

163 左邕 男 湖北鼎鑫源工程有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1699 合格

164 夏六安 男 湖北省机电研究设计院股份公司 给排水 420011466 合格

165 尹作聪 男
湖北鄂旅投仙桃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给排水 420012093 合格

166 郭苗 女
黄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给排水 420012678 合格

167 孙成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建筑电气 420011287 合格

168 石勋 男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建筑电气 420011475 合格

169 程龙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1843 合格

170 宁博 男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2166 合格

171 李相怡 男 十堰市第二建筑设计院 建筑电气 420011756 合格

172 程勰 男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建筑电气 420011677 合格

173 代先国 男 湖北大学 建筑电气 420011613 合格

174 杨梅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1174 合格

175 饶瑞 男
湖北省咸宁市佳成建筑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1041 合格

176 夏超 男 荆门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建筑电气 420012308 合格

177 金海名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1080 合格



178 李黎 男 湖北省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暖通工程 420011450 合格

179 寇小虎 男 湖北省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暖通工程 420011510 合格

180 史月宁 女
竹山县鑫竹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暖通工程 420012527 合格

181 熊俊松 男 咸宁市勘察建筑设计院 暖通工程 420012014 合格

182 龙树怀 男
湖北鸿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恩施

分公司
暖通工程 420010806 合格

183 陈添寿 男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暖通工程 420011309 合格

184 李小鹏 男 振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326 合格

185 徐楚来 男 湖北权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575 合格

186 洪克新 男 鹤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政工程 420011117 合格

187 黄明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930 合格

188 王飞 男
丹江口市宇箭水利电力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428 合格

189 方先雯 女 荆门市天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831 合格

190 廖小帅 男 荆门市天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878 合格

191 罗晨波 男 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957 合格

192 潘文 男 荆门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076 合格

193 苏周 男
孝感市阳光路桥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513 合格

194 孟晓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474 合格

195 王艳军 男
十堰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850 合格

196 王月 女 湖北路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298 合格

197 朱长峰 男 湖北路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286 合格

198 郭顺强 男 黄石市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297 合格

199 张言龙 男 荆州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695 合格

200 陶迎幸 男
荆门市东宝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714 合格

201 张佳才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683 合格

202 王珺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156 合格

203 李芬 女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338 合格

204 陈建 男 鄂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538 合格

205 袁康 男 湖北省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314 合格

206 刘玉萍 女 荆门市天宇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253 合格

207 魏林 男 湖北先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547 合格



208 杨邦振 男 湖北路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262 合格

209 王亮 男
丹江口市宇箭水利电力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418 合格

210 陈亚民 男 湖北德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988 合格

211 冯大勇 男 随州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744 合格

212 易俊华 男 荆门市市政园林设计研究院 市政工程 420011469 合格

213 邱辉 男 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836 合格

214 李鹏 男 荆门市市政园林设计研究院 市政工程 420011490 合格

215 袁艳玲 女 荆门市掇刀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市政工程 420010979 合格

216 付金龙 男
恩施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817 合格

217 冉顶军 男
湖北惠民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建始分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540 合格

218 王彦奇 男 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433 合格

219 王佩佩 女 湖北工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045 合格

220 陈荆雷 男  荆门市天宇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375 合格

221 葛刚 男
湖北省咸宁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局
市政工程 420012434 合格

222 鲁寿霖 男 湖北东裕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374 合格

223 漆东风 男 振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847 合格

224 陈燕琦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957 合格

225 唐小东 男 湖北交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990 合格

226 吕佳迪 女 湖北先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972 合格

227 钱春辉 男 湖北先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032 合格

228 郝勇 男 湖北恩俊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585 合格

229 王家武 男
丹江口市宇箭水利电力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432 合格

230 陈晓红 女 湖北德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199 合格

231 蔡文波 男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008 合格

232 陈照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983 合格

233 贺明 男
恩施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0856 合格

234 黄枝兵 男 湖北路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2187 合格

235 刘栋 男 湖北绿缘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420012065 合格

236 陈庆军 男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420011358 合格

237 李小明 男 湖北腾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420010873 合格



238 李国玉 男 湖北长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420011405 合格

239 汪雄兵 男
荆门市皓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园林绿化 420012069 合格

240 佘利华 女 湖北碧云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2404 合格

241 李思博 男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2022 合格

242 陈惊雷 男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2021 合格

243 陈丽 女 孝感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园林绿化 420011356 合格

244 蒋代勇 男 荆门市城市公园管理处 园林绿化 420012001 合格

245 肖敏 女 荆门市园林科研所 园林绿化 420011975 合格

246 方杰 男 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965 合格

247 王晶晶 女
荆门市皓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园林绿化 420011871 合格

248 张倩 女
荆州市五维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
园林绿化 420011481 合格

249 陈伟琴 女
荆门市风景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园林绿化 420012677 合格

250 刘春强 男 湖北建艺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308 合格

251 周勇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410 合格

252 李天俊 女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1831 合格

253 刘德 男 湖北艾景建设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286 合格

254 邱方亮 男
湖北鄂旅投仙桃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2159 合格

255 胡娟 女 湖北淦川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775 合格

256 汪丹红 女 湖北省十堰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园林绿化 420011402 合格

257 谭丽萍 女 湖北艾景建设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007 合格

258 吴丹 女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228 合格

259 苏葱林 女 随州市文化公园 园林绿化 420011001 合格

260 谌小龙 男 湖北荆门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543 合格

261 喻先 男 咸宁景秀生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0992 合格

262 袁青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617 合格

263 尹秋实 男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1422 合格

264 刘水河 男
荆门市漳河新区市政园林绿化服

务中心
园林绿化 420011586 合格

265 徐光喜 男
巴东县东瀼口镇交通城建环保服

务中心
园林绿化 420010842 合格

266 黄春翠 女 湖北省荆门市城市公园管理处 园林绿化 420011573 合格

267 龚月 女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2024 合格



268 吴小兰 女 荆门市城市公园管理处 园林绿化 420012537 合格

269 郭余鹤 女 湖北荆门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558 合格

270 吴雪莲 女 湖北鹏诚融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2532 合格

271 杨毅 男 丹江口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园林绿化 420010858 合格

272 朱思琴 男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1162 合格

273 吴迪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2407 合格

274 吴静 女 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1527 合格

275 金业解 男 麻城市园林绿化局 园林绿化 420012047 合格

276 宋成宁 女 湖北淦川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2397 合格

277 何芬 女 荆门市城市公园管理处 园林绿化 420011467 合格

278 詹文臣 女 湖北省城乡建设发展中心 园林绿化 420011462 合格

279 梁小峰 男 荆门市天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445 合格

280 陈劲 男 荆门市城市公园管理处 园林绿化 420011437 合格

281 高君 男
湖北城隆市政园林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2236 合格

282 赵璇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2611 合格

283 王茜 女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园林绿化 420011085 合格

284 彭静 男 仙桃市园林绿化所 园林绿化 420010860 合格

285 盛丹 女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园林绿化 420010941 合格

286 刘鹤 男 湖北腾升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1073 合格

287 朱俊翔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岩土工程 420011507 合格

288 罗飞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岩土工程 420010972 合格

289 周宇 男 荆门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1163 合格

290 王骁 男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0929 合格

291 熊磊 男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岩土工程 420011219 合格

292 罗四维 男 湖北佳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0808 合格

293 程莹 女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0924 合格

294 俞洁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岩土工程 420010810 合格

295 陈志浩 男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1095 合格

296 曾维楚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岩土工程 420011753 合格

297 江顺 男 荆门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1478 合格



298 吴庆波 男 荆门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1061 合格

299 汪赢 男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0971 合格

300 夏梦 女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1350 合格

301 田鹏 男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1057 合格

302 李子优 男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岩土工程 420011177 合格

303 冯照莹 女 洪湖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工程造价 420011361 合格

304 张晶晶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2005 合格

305 蔡鹏飞 男 湖北诚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0931 合格

306 戈珺 女 湖北省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906 合格

307 范双蓉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工程造价 420010815 合格

308 李攀 男 湖北省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306 合格

309 孙耿 男 孝感市审计局 工程造价 420011824 合格

310 唐玉杰 女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772 合格

311 汪丰平 男 湖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0848 合格

312 陈艺玲 女
湖北永承建筑勘察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725 合格

313 车红伟 男 湖北省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702 合格

314 陈刚 男
湖北鑫溢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工程造价 420012801 合格

315 易辉 男
湖北岳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601 合格

316 高源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583 合格

317 王茜 女 湖北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0908 合格

318 李梦杰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166 合格

319 张晶生 男 湖北鹏诚融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2481 合格

320 邱晨 女 湖北联投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146 合格

321 廖利红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2411 合格

322 李湘平 男
北京金光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孝感分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0886 合格

323 吴娇娇 女 湖北工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133 合格

324 曾薇 女 湖北联投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132 合格

325 张西 女 海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474 合格

326 周保林 男
鄂州阳光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2293 合格

327 袁梓农 男
鄂州阳光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2289 合格



328 李红彬 男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工程造价 420011113 合格

329 吴兰兰 女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工程造价 420012242 合格

330 成国栋 男 湖北联投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088 合格

331 孙伟 女 湖北荆门城建集团 工程造价 420012173 合格

332 沈火霞 女 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2152 合格

333 林国清 男 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2141 合格

334 王丽萍 女 沙洋县政府投资审计局 工程造价 420012108 合格

335 陈从南 男 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393 合格

336 高胤 女
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投资

管理部
工程造价 420012087 合格

337 乔文忠 男 黄石曼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0832 合格

338 祁一鸣 男
武汉土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孝感分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883 合格

339 万里 男
武汉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十堰分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641 合格

340 金伟 男
随州市炎帝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工程监理 420011816 合格

341 黎国华 男
湖北三峡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恩施分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786 合格

342 刘凤玲 女
湖北永承建筑勘察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267 合格

343 陈新毅 男 湖北同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190 合格

344 左元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工程监理 420011227 合格

345 张松 男
公安县天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2743 合格

346 叶明 男 黄石曼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197 合格

347 罗曼 男 黄石曼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555 合格

348 谭绍明 男 湖北华隆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2487 合格

349 戴彩霞 女 黄石曼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130 合格

350 王杰丰 男 湖北同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0953 合格

351 李涛 男 湖北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440 合格

352 夏伟 男 湖北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415 合格

353 邹标 男
中城科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仙桃

分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081 合格

354 汪运贵 男
荆门正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0983 合格

355 吴狄三 男 湖北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399 合格

356 杨波 男
荆门正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工程监理 420011069 合格

357 丁维 男 阳新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程检测 420011059 合格



358 李强 男
湖北鑫玥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1862 合格

359 蔡为 男 通山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工程检测 420011846 合格

360 王梦霞 女
通山县金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1814 合格

361 陈思果 女 鄂州市衡信检测中心 工程检测 420011810 合格

362 陈明军 男
郧西县裕恒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

司
工程检测 420010980 合格

363 汪祥 男
鄂州市经纬公路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1577 合格

364 姚青 女
孝感市孝南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服务中心
工程检测 420011566 合格

365 陈庆林 男 湖北永拓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2312 合格

366 徐向华 男 湖北中志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1108 合格

367 王静 女 湖北永拓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2167 合格

368 何臣 男 湖北宝业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2811 合格

369 倪文胜 男
鄂州市经纬公路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工程检测 420011580 合格

370 刘志伟 男 通山县建筑市场管理站 工程管理 420012073 合格

371 饶雄飞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066 合格

372 陈波 男 湖北荆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958 合格

373 张玉浩 男
湖北鄂旅投咸宁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管理 420011953 合格

374 程超 男 鄂旅投咸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947 合格

375 刘克清 男 湖北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052 合格

376 张婷婷 女 湖北楚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896 合格

377 王馨 女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工程管理 420010855 合格

378 郁红飞 男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323 合格

379 褚四勇 男
孝感市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319 合格

380 余帆 男
湖北联投梓山湖生态新城投资有

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0927 合格

381 谭坤林 男 巴东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工程管理 420011313 合格

382 罗阳阳 男 荆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639 合格

383 邹淘 男
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854 合格

384 鲁兵 男 鄂旅投置业集团 工程管理 420011850 合格

385 郭毅 男 应城市村镇规划管理局 工程管理 420011035 合格

386 邹钧 男 湖北同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291 合格

387 张波 男
碧桂园（黄石碧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285 合格



388 谭兴 男 恩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269 合格

389 许甲奎 男
湖北省梓山湖生态新城投资有限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760 合格

390 陈清清 女 湖北瑞生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253 合格

391 张红春 男 湖北省应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工程管理 420011740 合格

392 袁玉娟 女 麻城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工程管理 420012638 合格

393 付正楷 男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727 合格

394 宋杰 男 麻城市建筑工程定额管理站 工程管理 420011724 合格

395 梁欢 男 湖北麻一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240 合格

396 柯翼之 男 武汉体育学院 工程管理 420011711 合格

397 梅礼雄 男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院
工程管理 420011003 合格

398 熊弟晖 男 湖北三江航天商业经营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774 合格

399 陈磊 男
孝感市工程咨询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管理 420012694 合格

400 刘思胜 男 麻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程管理 420012590 合格

401 肖孟 女 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589 合格

402 包燕来 男 十堰市市政工程项目建设中心 工程管理 420011571 合格

403 费聪 男 浙江大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0841 合格

404 李红雄 男
荆门正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549 合格

405 黄忠华 男 湖北金沙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557 合格

406 修平凡 男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525 合格

407 罗新河 男 湖北金沙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541 合格

408 张锐 男 湖北交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148 合格

409 赵静怡 女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420012497 合格

410 桑果 男 湖北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492 合格

411 何文文 男
黄石市国资文化旅游科技有限公

司
工程管理 420012471 合格

412 武平 男 湖北荆门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0807 合格

413 邓坤良 男
黄石市国资文化旅游科技有限公

司
工程管理 420012460 合格

414 祝文虎 男 红安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工程管理 420011144 合格

415 吴兴红 男 大冶力宝房地产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435 合格

416 江雅琴 女 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公安分局 工程管理 420011503 合格

417 何熊 男 湖北三江航天商业经营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776 合格



418 李小东 男
荆门正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579 合格

419 陈远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476 合格

420 童勇 男 荆门市掇刀区建筑工程管理处 工程管理 420012365 合格

421 叶志权 男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360 合格

422 戴俊杰 男 湖北中戎立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470 合格

423 陈林 男 湖北华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316 合格

424 徐尤坤 男 宝业湖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261 合格

425 赵顺 男 房县水利水电工程开发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443 合格

426 吴涛 男
荆门正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591 合格

427 华绪昆 男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224 合格

428 李炜 男 湖北清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211 合格

429 袁超 男 宝信软件（武汉）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091 合格

430 陈豪 男
湖北省麻城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

站
工程管理 420012182 合格

431 朱于聪 男 恩施龙凤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112 合格

432 石海山 男 湖北阳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0833 合格

433 朱连新 男 中南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105 合格

434 查凯 男
麻城市蓝天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工程管理 420011391 合格

435 万利 男 湖北工程学院基本建设管理处 工程管理 420010809 合格

436 周波 男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640 合格

437 赵平 男
荆门正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2636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