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淄博市2017年度第十五批二级建造

师注册人员名单的公示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二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的

通知》（鲁建执字[2014]7号）有关规定，经审核，崔建

卫等13人符合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条件、孙博等122人

符合二级建造师延续注册条件，现在淄博建设网站

（www.zbjs.gov.cn）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天。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示期内均可对公示人员进行

举报，举报或反映的情况应实事求是，以单位名义反映

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应

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55-3号

淄博市行政服务中心511室

邮政编码：255000

联系电话：2772716

附：淄博市2017年度第十五批二级建造师注册人员名单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8月18日



2017.08.18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初审汇总表
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公章）：

序号 姓名 企业名称 申请专业
资格证书或考试合格证明

初审意见获得时间 编号

1 崔建卫 山东佰仕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2-12-15 120310578 合格
2 刘杨 山东佰仕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6-11-12 160310066 合格

3 李伟 山东国宏建工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 2014-10-31 140260203 合格
4 刘振 山东国宏建工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 2014-10-31 140760110 合格
5 许君君 山东国宏建工有限公司 机电工程 2015-11-18 150160005 合格

6 吕金国 山东润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6-11-12 160310021 合格

7 常雪峰 山东鑫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5-11-18 150310232 合格
8 李文 山东鑫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1-12-15 110110684 合格

9 亓绍立 山东鑫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6-11-12 161210036 合格
10 王璐 山东鑫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5-11-18 150510188 合格
11 王婷婷 山东鑫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4-10-31 140210007 合格
12 彭伟 淄博高新区涌泉供水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2016-12-30 160340149 合格
13 牛似录 淄博建德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2016-11-12 161310115 合格



2017.08.18二级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汇总表
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公章）：

序号姓名 企业名称 专业 印章编号 初审意见
1 孙博 博山区白塔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781 合格

2 孙会东 博山区白塔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782 合格
3 许海生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7249 合格

4 路金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7250 合格
5 常方文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521 合格
6 耿庆水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2527 合格

7 郭献亭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529 合格

8 许曰祥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2495 合格

9 王明涛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93 合格
10 孙才三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2535 合格

11 殷永国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2542 合格
12 韩晓庆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530 合格
13 段慧友 山东广志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 鲁202121312856 合格

14 杨云涛 山东广志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 鲁211101003567 合格

15 刘道福 山东合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945 合格
16 任晓龙 山东合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947 合格
17 张建光 山东金岭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786 合格
18 张学峰 山东金岭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787 合格
19 郭金峰 山东金岭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785 合格
20 任昊远 山东金泰建设有限公司 市政 鲁203131406662 合格
21 常洪涛 山东竣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6677 合格
22 张景洲 山东竣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7270 合格
23 杨逢道 山东竣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7271 合格
24 赵会民 山东凯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 鲁203070802580 合格
25 王航洲 山东凯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 鲁203070802579 合格
26 王胜利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200 合格
27 卢磊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6656 合格
28 高磊 山东齐鲁电讯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73 合格



29 刘龙涛 山东齐鲁电讯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74 合格
30 任建川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257(01)(01)合格
31 刘晓刚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258(01)(01)合格
32 巩守江 山东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928 合格
33 宋佩冬 山东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6974 合格
34 严道平 山东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6833 合格
35 田永 山东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819 合格
36 巩勇贤 山东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0487 合格
37 王佐春 山东台联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8101104213 合格
38 王复敏 山东天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436 合格
39 耿玉峰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39 合格
40 郭怀进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40 合格
41 季晓梅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42 合格
42 姜林财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43 合格
43 罗峰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45 合格
44 宋振宇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46 合格
45 邢子平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49 合格
46 于长军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50 合格
47 赵永胜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455 合格
48 张孝贵 山东中楼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1123 合格
49 张水经 山东中楼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1122 合格
50 张秀波 山东中楼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01104124 合格
51 曹志泉 山东庄园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0808 合格
52 王小猛 山东庄园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977 合格
53 金学东 山东庄园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973 合格
54 夏书强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0861 合格
55 单颖涛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市政、机电 鲁203101104286 合格
56 黄传香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297 合格
57 侯相毅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298 合格
58 李卫江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292 合格
59 刘舵学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80801983 合格
60 崔同军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80801981 合格
61 宗纲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 鲁203080801992 合格
62 陈纪河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80801980 合格



63 苗昌玉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80801986 合格
64 王敬全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987 合格
65 赵金胜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0877 合格
66 王上国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0853 合格
67 张继宗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0867 合格
68 满开贵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0840 合格
69 刘作强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0838 合格
70 张克家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71 合格
71 王永星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56 合格
72 李兆波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34 合格
73 贡顺生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27 合格
74 李衍明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33 合格
75 任文成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46 合格
76 宗克奇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887 合格
77 阮照亮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847 合格
78 赵树杰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878 合格
79 杨焕禄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864 合格
80 张建亮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68 合格
81 王大峰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49 合格
82 张文友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74 合格
83 高伟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826 合格
84 周胜利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0882 合格
85 郑治国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0881 合格
86 张磊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301 合格
87 孟艳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01104273 合格
88 聂振永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7057 合格
89 刘方雷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300 合格
90 刘学堂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01104299 合格
91 冯菲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7059 合格
92 郭德莉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建筑 鲁203131407025 合格
93 李好来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131407067 合格
94 孙倩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131407028 合格
95 张雪山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449 合格
96 朱建伟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453 合格



97 谭英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434 合格
98 颜炳新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439 合格
99 傅会伦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416 合格
100 宋传杰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429 合格
101 黄凌洪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0420 合格
102 高俊松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418 合格
103 宫殿宏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419 合格
104 孙庆繁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70800432 合格
105 王春雷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60800435 合格
106 陈伟业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3080801993 合格
107 张忠波 淄博光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机电 鲁206080804161 合格
108 荆茂利 淄博桓台荆家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134 合格
109 荆得宪 淄博桓台荆家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133 合格
110 祁志国 淄博桓台荆家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2135 合格
111 史纪秉 淄博桓台荆家建工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933 合格
112 郭华亭 淄博市临淄胜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2528 合格
113 张同林 淄博市临淄胜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2496(01) 合格
114 孟珍珍 淄博市周村同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70801442 合格
115 文增超 淄博泰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 鲁213131408020 合格
116 燕军农 淄博泰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市政 鲁213131408023 合格
117 李勤 淄博天柱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60800831 合格
118 孙鹏 淄博颜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 鲁203080801784 合格
119 杨成 淄博玉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市政 鲁203070801413 合格



2017.08.18二级注册建造师聘用企业变更加延续初审汇总表
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公章）：

序号 姓名 原聘用企业名称 现聘用企业名称 注册编号 专业 初审意见
1 李朋 山东天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汉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鲁203111306044 建筑、市政合格

2 王昊 山东新世纪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鲁205121405896 建筑 合格
3 贾萌 淄博市临淄胜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鲁203060802532(01)(01)建筑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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