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省建筑工程技术职务水平能力测试合格人员名单（中级）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专业 准考证号 成绩

1 田野 男 湖北交投襄阳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420011560 合格

2 杨浩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建筑施工 420011259 合格

3 沈洋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建筑施工 420011732 合格

4 朱小俊 男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700 合格

5 雷龙 男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1610 合格

6 李从林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建筑施工 420011230 合格

7 唐俊 男 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建筑施工 420011594 合格

8 严红艳 女 湖北宝业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691 合格

9 方良 男 湖北城市地质工程院 建筑施工 420011194 合格

10 曾石磊 男 湖北水总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2013 合格

11 李超 男 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0010854 合格

12 钱溢川 男 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239 合格

13 刘浩 男 武汉华德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 420011097 合格

14 裴晶晶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1235 合格

15 周福春 男 湖北省机电研究设计院股份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2095 合格

16 郭威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1387 合格

17 杨琳琳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1367 合格

18 孙谋 男 湖北省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 420012335 合格

19 李爽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377 合格

20 李凯 男 武汉华德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497 合格

21 周航 男 湖北交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373 合格

22 胡西平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222 合格

23 袁耀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420011425 合格

24 李刚 男 湖北鄂旅投咸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 420012140 合格

25 李粒橙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0902 合格

26 潘晓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0904 合格

27 柯凯军 男 湖北省林业局林木种苗管理总站 园林绿化 420012188 合格



28 蔡玲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420010964 合格

29 汪倩 女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1867 合格

30 朱文舟 男 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园林绿化 420011187 合格

31 邵婧 女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工程造价 420011018 合格

32 马晓芳 女 湖北交建总承包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420011407 合格

33 钱浩 男 湖北大学后勤集团 工程造价 420012330 合格

34 张程 男 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785 合格

35 孙宏军 男 湖北鄂旅投随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774 合格

36 邹欣聪 女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0849 合格

37 陈子豪 男 湖北鄂旅投梁子湖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697 合格

38 梁仁浩 男 湖北鄂旅投随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689 合格

39 于明涛 男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233 合格

40 周翰林 女 湖北省城乡建设发展中心 工程管理 420011622 合格

41 宛伟林 男 湖北省鄂旅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482 合格

42 万象 男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管理 420012369 合格

43 杨恒 男 武汉金宇综合保税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933 合格

44 樊宇珍 女 武钢中冶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420011266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