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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李云杰等 168 人符合二级建造师注册条件人员名单

(第四批，共 5 页）
序号 事项 盟市 姓名 企业名称

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云杰 内蒙古云旗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高伟 内蒙古正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翟爱青 内蒙古兴达市政有限公司

4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陈龙 鄂尔多斯市泰发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5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郝文祥 内蒙古金浩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 首次申请 赤峰 马少华 内蒙古中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 首次申请 包头 张茹 内蒙古高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刘伟 内蒙古丰华（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9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盟
苏丽娟 内蒙古奥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 重新注册 兴安盟 刘海振 兴安盟尚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1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王志勇 内蒙古天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 首次申请 兴安盟 王树凤 兴安盟鑫开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卢吉虎 内蒙古北建工程有限公司

14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阴晓宝 呼和浩特市富泰热力供热设备有限公司

15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温政 内蒙古卓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胡永飞 内蒙古驰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7 首次申请 赤峰 初明星 赤峰德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赵淑平 内蒙古乐信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9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田忠磊 内蒙古森泰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 首次申请 通辽 黄传梅 内蒙古筑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 首次申请 赤峰 孙艳鹏 赤峰新正电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2 重新注册 通辽 肖雷 内蒙古筑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贺飞雄 内蒙古丰华（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4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皮金香 鄂尔多斯市诚源建设有限公司

25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马小彦 鄂尔多斯市国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杨春 内蒙古盛世联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孙树青 内蒙古丰华（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8 首次申请 通辽 赵振宇 内蒙古筑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9 重新注册 兴安盟 高大伟 兴安盟正大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0 重新注册 包头 马尚贤 内蒙古康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1 首次申请 赤峰 许菲菲 赤峰金管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葛帅 内蒙古丰华（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33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张雪岩 内蒙古新皖通矿业有限公司

34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忠诚 内蒙古坤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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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盟
张少龙 锡林郭勒盟金友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36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盟
任永军 锡林郭勒盟金友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37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张平 内蒙古卓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8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郭世明 内蒙古喜利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9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李素青 内蒙古震安加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0 首次申请 乌海 吴芳芳 乌海市金旭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41 增项 鄂尔多斯 侯俊峰 内蒙古橙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2 首次申请 通辽 赵伟 内蒙古筑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李宝龙 鄂尔多斯市国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4 首次申请 通辽 柳志伟 内蒙古筑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5 重新注册 包头 李永刚 包头茂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6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陈宇 鄂尔多斯市国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吕继红 内蒙古北建工程有限公司

48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郝飞飞 内蒙古腾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9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高海亮 鄂尔多斯市国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赵贵赟 鄂尔多斯市锡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张永君 内蒙古力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2 重新注册 包头 刘杰 包头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3 首次申请 赤峰 王玉龙 赤峰新正电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 重新注册 赤峰 陶向波 赤峰天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5 首次申请 赤峰 刘欣 赤峰金管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6 首次申请 赤峰 高冉 赤峰新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高鹰 内蒙古唐都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8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苏伟 内蒙古唐都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9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曼玲 内蒙古首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杨新 鄂尔多斯市恒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1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杨光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2 首次申请 通辽 韩文才 霍林郭勒谌录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6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周慧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4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曹子阳 内蒙古唐都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5 重新注册 通辽 程丽丽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6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富 内蒙古兴盛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7 重新注册 通辽 王桂超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8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张静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9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闫正平 内蒙古华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梁翠 内蒙古首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盛迎春 内蒙古和畅实业有限公司

7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远 内蒙古金川政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蔺燕强 内蒙古圣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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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郝永升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5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盟
杨立银 锡林浩特市昱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76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杨明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依帆 内蒙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78 首次申请 通辽 周会文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9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刘倩 内蒙古九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0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靳振平 内蒙古景夕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81 重新注册 乌海 任强 内蒙古新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2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马欣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3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朱明月 内蒙古嵘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4 重新注册 赤峰 李海超 赤峰广源建设有限公司

85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张灵仙 内蒙古海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6 重新注册 通辽 张丑艳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杨永珍 内蒙古志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8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石砚文 内蒙古景夕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89 首次申请
锡林郭勒

盟
任树丛 锡林浩特市昱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9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海江 内蒙古亦安建设有限公司

91 首次申请 赤峰 李杨阳 内蒙古弘越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9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闫岳新 内蒙古力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3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志 内蒙古志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苗春雨 内蒙古宏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马文飞 内蒙古汇基工程有限公司

96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盟
李玉国 锡林浩特市昱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9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高慧芳 内蒙古云旗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8 首次申请
锡林郭勒

盟
韩忠山 锡林郭勒盟利永鑫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99 首次申请 赤峰 李春慧 内蒙古宝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增项 赤峰 王爱青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10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蔡宇舟 内蒙古联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2 重新注册 通辽 孙国宾 库伦旗泰达建筑有限公司

103 重新注册 通辽 刘青海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4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盟
路佳凡 锡林浩特市昱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05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李艳平 内蒙古圣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6 重新注册 通辽 胡剑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7 首次申请 通辽 曹胜利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8 重新注册 乌海 杨猛 乌海市金旭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9 首次申请 通辽 秦海香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0 重新注册 乌海 孙文雯 乌海市金旭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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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王谱正 内蒙古星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2 增项 呼和浩特 王宏强 内蒙古盛世联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3 首次申请 通辽 邱海龙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4 首次申请 乌兰察布 翁志国 内蒙古天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5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盟
赵通顺 锡林浩特市昱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16 增项 呼和浩特 贠景娟 内蒙古志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7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刘波 内蒙古驰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8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刘国和 内蒙古福玉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9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敖凤萍 内蒙古东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0 重新注册 通辽 马有生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1 首次申请 赤峰 任国军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2 重新注册 通辽 郭志永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3 重新注册 包头 苏鹏宇 内蒙古康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4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张瑞萍 内蒙古景夕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125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任巧爱 内蒙古景夕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126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尹云忠 内蒙古千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7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陈峰 内蒙古千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8 重新注册 兴安盟 朱海峰 内蒙古光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29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张志强 内蒙古力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魏海荣 内蒙古北建工程有限公司

131 增项 乌兰察布 张文龙 内蒙古汇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2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王月英 鄂尔多斯市云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3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张庭龙 内蒙古瑞丰工程有限公司

134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涛 内蒙古震安加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5 重新注册 赤峰 谭晓磊 赤峰天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6 重新注册 通辽 林斌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7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柴利花 内蒙古和畅实业有限公司

138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王尚乐 鄂尔多斯市国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9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吴志虎 内蒙古盛世尊典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40 首次申请 赤峰 恽海新 赤峰新正电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41 首次申请 赤峰 李达 赤峰金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2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尹博 内蒙古卓阳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43 增项 鄂尔多斯 高继华 内蒙古橙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44 增项 通辽 阴鹏元 扎鲁特旗鸿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5 增项 鄂尔多斯 樊伟 内蒙古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6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马志杰 内蒙古北建工程有限公司

14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孟田 内蒙古世纪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48 首次申请 赤峰 刘迪 内蒙古龙泽节水灌溉科技有限公司

149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边晓 内蒙古佳元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0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李金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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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重新注册 通辽 史慧敏 内蒙古恒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顺 内蒙古盛世联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周开茂 内蒙古浩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54 增项 鄂尔多斯 王彦国 内蒙古千福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55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闫玉杰 鄂尔多斯市国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6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效东 内蒙古首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武玉琴 内蒙古唐都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陈志文 内蒙古驰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9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康宇飞 鄂尔多斯市国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张艺博 内蒙古荧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61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龚学强 内蒙古瑞丰工程有限公司

162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郜普照 内蒙古驰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许海峰 内蒙古金浩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4 重新注册 包头 武志栋 内蒙古永诚金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65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朱永昌 内蒙古仁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6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张彦泽 鄂尔多斯市云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6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康宏 内蒙古云旗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68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刘建军 内蒙古乾坤治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年 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