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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AE_81_

E5_A4_8F2011_c55_646582.htm 关于第五批二级建造师初始注

册和增项注册人员名单的公告 宁建发〔2011〕68号 有关厅局

，各市、县建设局： 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

令第153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二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

（宁建（建）〔2007〕第120号）要求，经审核，韩志红等119

人符合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条件，周利民等33人符合增项注

册条件，现予以注册。 特此公告 附件：1、韩志红等119人二

级建造师初始注册人员名单 2、周利民等33人二级建造师增项

注册人员名单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韩志红等119

人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人员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姓名 已注册

专业 注册证书编号 1 灵武市昊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韩志红 水

利 宁264091103384 2 灵武市昊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李 旭 水利 

宁264091103385 3 灵武市昊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马自海 水利 

宁264091103386 4 灵武市昊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王亚艳 水利 

宁264101103387 5 宁夏博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谢文强 建筑 

宁264101103388 6 宁夏长润铝塑制品有限公司 张 娜 建筑 

宁264101103389 7 宁夏成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谭翠平 市政,水

利 宁264091103390 8 宁夏乘龙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温 嘉 机

电 宁264101103391 9 宁夏点馨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计俊豪 

建筑 宁264111103392 10 宁夏点馨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章 彦

建筑 宁264091103393 11 宁夏古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志

伟 建筑 宁264101103394 12 宁夏古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王

晓燕 建筑 宁264101103395 13 宁夏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邹慧颖 



建筑 宁264101103396 14 宁夏宏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长秋 建

筑 宁264101103397 15 宁夏鸿日建筑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姚海燕 

建筑 宁264091103398 16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戴 玮

水利 宁264091103399 17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李向

前 水利 宁264091103400 18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楼

跃春 水利 宁264091103401 19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罗少锋 水利 宁264101103402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

局 马 超 水利 宁264091103403 21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

程局 马洪贵 水利 宁264091103404 22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电

工程局 马兴军 水利 宁264091103405 23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水

电工程局 田进福 水利 宁264101103406 24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

水电工程局 吴 江 水利 宁264091103407 25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

利水电工程局 杨清平 水利 宁264091103408 26 宁夏回族自治区

水利水电工程局 张晓霞 水利 宁264091103409 27 宁夏回族自治

区水利水电工程局 张 正 水利 宁264091103410 28 宁夏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牛荣杰 建筑 宁264101103411 29 宁夏吉运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 伏小勤 建筑 宁264101103412 30 宁夏嘉宁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 马文琪 建筑 宁264101103413 31 宁夏矿业开发公司 卢

正元 矿业 宁264091103414 32 宁夏美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智庆

年 建筑 宁264081103415 33 宁夏年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艳萍

建筑 宁264101103416 34 宁夏年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永军 建

筑 宁264101103417 35 宁夏宁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 虎 建筑 

宁264101103418 36 宁夏宁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 平 建筑 

宁264101103419 37 宁夏宁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 斌 建筑 

宁264101103420 38 宁夏乾坤广告装潢设计有限公司 李秋燕 建

筑 宁264101103421 39 宁夏荣恒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霍晓明 建筑 宁264111103422 40 宁夏荣恒集团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蒋小蓉 建筑 宁264111103423 41 宁夏荣之桓建筑

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杨登舟 建筑 宁264101103424 42 宁夏荣之桓

建筑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姚瑞峰 建筑 宁264101103425 43 宁夏荣

之桓建筑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张 惠 建筑 宁264101103426 44 宁

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马万兵 建筑 宁264091103427 45 宁夏

舜豪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常建芬 建筑 宁264101103428 46 宁夏舜

豪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魏 佳 建筑 宁264101103429 47 宁夏通恒

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王士信 建筑 宁264091103430 48 宁夏西美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龚 英 建筑 宁264101103431 49 宁夏西美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马 伟 建筑 宁264101103432 50 宁夏伊隆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于春芳 市政,建筑 宁264091103433 51 宁夏银川通

达物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黄继明 建筑 宁264101103434 52 宁夏

银川通达物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惠 剑 建筑 宁264101103435 53

宁夏银光钢构件制造有限公司 高天水 建筑 宁264101103436 54 

宁夏银光钢构件制造有限公司 朱宏玲 建筑 宁264101103437 55 

宁夏永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 军 市政 宁264101103438 56 宁

夏正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樊继贵 公路 宁264081103439 57 宁夏

正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 波 公路 宁264091103440 58 宁夏正

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金玉 公路 宁264101103441 59 宁夏正丰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 项 公路 宁264101103442 60 宁夏正丰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岳 公路 宁264101103443 61 宁夏正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张伟涛 公路 宁264101103444 62 宁夏中远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李 飞 建筑 宁264101103445 63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 刘 慧 建筑 宁264101103446 64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田进义 建筑 宁264101103447 65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田志翔 建筑 宁264101103448 66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王 振 建筑 宁264101103449 67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张耀华 建筑 宁264071103450 68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朱

思远 建筑 宁264101103451 69 宁夏众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李惠霞 机电 宁264101103452 70 宁夏住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车

晓燕 建筑 宁264101103453 71 宁夏住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丽

娇 建筑 宁264101103454 72 宁夏住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少兴

建筑 宁264101103455 73 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代锡

路 市政 宁264051103456 74 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

建国 公路 宁264051103457 75 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 强 公路,市政 宁264051103458 76 银川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吕柏霖 水利 宁264101103459 77 银川第一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马利军 公路 宁264101103460 78 银川第一市政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马录军 市政 宁264101103461 79 银川第一市政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于 健 市政 宁264101103462 80 银川东方运输设

备有限公司 王 鹏 机电 宁264101103463 81 银川高新区诚畅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 马仁杰 市政 宁264101103464 82 银川高新区诚

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任玉林 建筑 宁264051103465 83 银川高新

区诚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薛鹏举 市政 宁264101103466 84 银川

聚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冒剑波 建筑 宁264091103467 85 银川聚

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江虎 建筑 宁264091103468 86 银川市第

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 磊 市政 宁264101103469 87 银川

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全军 建筑 宁264101103470 88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建新 建筑 

宁264101103471 89 银川市弘地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车丽琴 建筑 

宁264101103472 90 银川市空间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赵显峰 建筑 



宁264101103473 91 银川市亮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茆瑞明 市政 

宁264101103474 92 银川市鑫升型材有限公司 张光军 建筑 

宁264101103475 93 宁夏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王立刚 建筑 

宁264101103476 94 石嘴山市林水园林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胡 洁 

水利 宁264091103477 95 石嘴山市荣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风

林 建筑 宁264101103478 96 宁夏建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施

敏玲 建筑 宁264101103479 97 宁夏同心县顺达实业有限公司 杨

玉林 建筑 宁264101103480 99 宁夏新家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

自文 建筑 宁264101103482 100 宁夏新家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建宁 建筑 宁264101103483 101 宁夏新家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荀 峰 建筑 宁264101103484 102 宁夏盐环定水利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 王伟栋 水利 宁264091103485 103 吴忠市东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曹 飞 建筑 宁264101103486 104 吴忠市东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孙建胜 建筑 宁264101103487 105 吴忠市东风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伍伟建 建筑 宁264101103488 106 吴忠市宏远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马剑锋 建筑 宁264101103489 107 吴忠市宏远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彦刚 建筑 宁264101103490 108 吴忠市宏远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 瞻 建筑 宁264101103491 109 宁夏宝路通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韩永旺 市政 宁264101103492 110 宁夏宝路

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王学武 建筑 宁264081103493 111 宁夏宝

路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张 婧 建筑 宁264101103494 112 宁夏鸿

利达电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范清香 机电 宁264101103495

113 宁夏鸿利达电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小钢 机电 

宁264101103496 114 宁夏鸿利达电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刘

勤学 机电 宁264091103497 115 宁夏鸿利达电力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纳玉麟 机电 宁264101103498 116 宁夏鸿利达电力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 海 机电 宁264101103499 117 宁夏美利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马海斌 建筑 宁264081103500 118 宁夏中宁

县开元建筑有限公司 刘宁军 建筑 宁264101103501 119 宁夏中

宁县开元建筑有限公司 刘 颖 建筑 宁264101103502 附件二： 

周利民等33人二级建造师增项注册人员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姓

名 已注册专业 申请增项专业 1 宁夏成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

利民 建筑,水利 市政 2 宁夏恒亚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钟永才 建

筑 公路 3 宁夏华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李 佳 建筑 市政 4 宁夏

鹏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 伟 建筑 市政 5 宁夏鹏晨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孙 刚 建筑 市政 6 宁夏鹏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万登

民 建筑 市政 7 宁夏荣恒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史卫

平 建筑 市政 8 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王军琴 建筑 市政 9

宁夏新华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鹏飞 建筑 机电 10 宁夏永刚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建宝 建筑,公路 市政 11 宁夏中远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王松宁 建筑 市政 12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魏 欣 市政,水利 机电 13 宁夏中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周常代 建

筑 市政 14 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方慧琴 公路 市政

15 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盖伏香 公路 市政 16 银川

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韩健鹏 市政 公路 17 银川第二市

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韩天鹏 公路 市政 18 银川第二市政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李君林 建筑 市政 19 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杨文俊 公路 市政 20 银川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 平 市政,公路 水利 21 银川高新区诚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李

少妮 市政 建筑 22 银川高新区诚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李 仙 市

政 建筑 23 银川高新区诚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任 亮 市政 建筑

24 银川高新区诚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王新慧 市政 建筑 25 银



川高新区诚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俞富强 市政 建筑 26 银川市

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耿立华 建筑 市政 27 石嘴山市荣

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叶力文 建筑 机电,水利 28 宁夏盛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刘立忠 建筑 市政 29 宁夏同心县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 周玉新 建筑 市政 30 宁夏宝路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雷占

斌 市政 建筑 31 宁夏宝路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赵金碧 市政 公

路 32 宁夏易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卫娟 公路 市政 33 中宁县

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安泰佳 建筑 市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