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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陈琼等 58 人符合二级建造师注册条件人员名单

(第三批，共 2 页）
序号 事项 盟市 姓名 企业名称

1 增项 乌兰察布 陈琼 内蒙古永昶建设有限公司

2 增项 鄂尔多斯 狄多忠 鄂尔多斯市鼎元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3 增项 呼和浩特 岳旺 内蒙古锦第建设有限公司

4 增项 乌兰察布 韩永华 内蒙古奕成达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5 重新注册 包头 暴发明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姚晨燕 内蒙古中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 重新注册 赤峰 王颖辉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 重新注册 赤峰 梁靖鑫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高祥平 内蒙古天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刘永伟 内蒙古天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马威 内蒙古唐都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重新注册 赤峰 苏玉琦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 重新注册 包头 赵一 内蒙古蒙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 重新注册 赤峰 张毅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 重新注册 包头 院俊明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6 重新注册 包头 李海瑞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7 重新注册 赤峰 赵向东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罗全普 鄂尔多斯市安易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9 重新注册 包头 张德涛 内蒙古升技建设有限公司

20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刘晓东 内蒙古丰鼎建设有限公司

21 重新注册 包头 闫俊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2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宗建文 内蒙古天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 重新注册 包头 田亚新 内蒙古世延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4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苗美花 内蒙古首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孙志刚 内蒙古巢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张学强 内蒙古蒙格力强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7 重新注册 包头 刘丽花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8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王占君 内蒙古巢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9 重新注册 包头 杨吉海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0 重新注册 包头 乔晶锐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1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李虹 内蒙古巢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 重新注册 包头 雷晓娟 包头安捷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3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盟 刘佳慧 内蒙古鑫东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4 重新注册 包头 夏雪飞 内蒙古升技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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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新注册 包头 郭蕊妍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6 重新注册 包头 沈佳星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7 重新注册 包头 周思远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严虹升 内蒙古日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9 首次申请 赤峰 魏金辉 巴林右旗泽龙水利节水工程有限公司

40 首次申请 赤峰 杨松益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1 首次申请 乌兰察布 徐建明 内蒙古永昶建设有限公司

42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李国春 内蒙古浩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43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付成 内蒙古富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4 首次申请 包头 张学森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5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任杰 内蒙古蒙高勒建筑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 首次申请 赤峰 孟庆柱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7 首次申请 乌海 李学敏 乌海市德聚龙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48 首次申请 赤峰 史振军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49 首次申请 赤峰 赵宇 赤峰宏远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郑宇翔 内蒙古春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何龙 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52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包云昌 鄂尔多斯市铭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53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李明 鄂尔多斯市铭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54 首次申请 包头 胡晓慧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5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史晋艳 内蒙古永亨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6 首次申请 锡林郭勒盟 好斯白乙拉 内蒙古鑫东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7 首次申请 包头 刘占敏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8 首次申请 赤峰 杜金 内蒙古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