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龚太山等63名遗失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注册证书号 现聘用单位 所属省市或行业 原发证日期

1 龚太山 建[造]16110013950 北京永新环保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16-11-28

2 李晓峰 建[造]14110010782 北京市松杉佳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14-10-20

3 史文胜 建[造]19110070585 北京伟历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17-11-10

4 李树玲 建[造]03110012986 北京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11-03-05

5 何晖 建[造]14201100000356 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20-06-22

6 周玉龙 建[造]11153100001718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15-07-22

7 翟永俊 建[造]11113100001719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14-03-23

8 周海娜 建[造]1631000803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10-07-21

9 丁平军 建[造]15140004390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2015-10-08

10 王文国 建[造]12140003356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2012-10-30

11 周保祥 建[造]02150004362 包头创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2011-01-01

12 孙英 建[造]01220003182 中屹泰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吉林省 2011-01-01

13 王光 建[造]04230000616 黑龙江省汇龙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2011-01-01

14 刘建柱 建[造]19210007263 辽宁辽河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省 2019-08-21

15 包锐娜 建[造]11172200000435 中轩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吉林省 2017-07-11

16 罗桂富 建[造]12320011887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2012-10-30

17 乔桂楼 建[造]18320021608 江苏晟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 201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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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淑陶 建[造]11203200000879 苏州新时代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2010-01-01

19 包金芝 建[造]11330007251 浙江省东阳市江南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 2011-04-18

20 段群苗 建[造]04330002873 浙江天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省 2013-01-01

21 张宏宽 建[造]09330006598 浙江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 2009-09-27

22 张伟辉 建[造]19330016173 浙江华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 2019-06-11

23 秦祖娟 建[造]19340008847 安徽恒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省 2019-04-09

24 孙阳 建[造]11193400001720 安徽泰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省 2019-09-02

25 尹晓娇 建[造]19340009819 安徽明生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省 2018-10-28

26 倪宗奎 建[造]06340002885 宿州市志成工程建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 2011-01-01

27 罗焕华 建[造]11193600000327 江西天略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省 2019-01-10

28 黄银文 建[造]19360005774 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省 2019-12-25

29 刘洋 建[造]14193600000817 江西维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省 2019-08-21

30 苏莉 建[造]14183600000641 江西美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省 2018-07-13

31 许树梅 建[造]09360004551 江西经纬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省 2009-08-24

32 赵允涛 建[造]17370013784 山东泰山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17-07-11

33 喻天元 建[造]08370010503 中大信（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13-11-26

34 万晓莉 建[造]11203700001658 山东省城建工程集团公司 山东省 2020-09-17

35 张俊 建[造]18370015643 山东鑫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18-08-13

36 李文龙 建[造]04370004792 山东大宇建设项目管理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山东省 2011-01-01

37 王金涛 建[造]11204100000554 河南金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 20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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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胡长文 建[造]02410009691 三门峡市陕州区基本建设投资审计中心 河南省 2011-01-01

39 王明强 建[造]17430007414 湖南省多维度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研究院 湖南省 2017-10-23

40 宋丹 建[造]14204300000082 湖南九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 2017-11-10

41 彭卫华 建[造]03420002571 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省 2009-12-31

42 蔡美琴 建[造]02440003695 深圳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 2011-01-01

43 何海洋 建[造]14510005947 四川协合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11-10-10

44 张天轲 建[造]11205100001867 四川中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20-09-17

45 陈萍萍 建[造]11195100002373 阡陌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19-10-31

46 周倩容 建[造]14175100000022 西藏磊鑫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09-01-01

47 姚舒苗 建[造]19510015707 四川正达晟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19-10-11

48 冷亚梅 建[造]19510015710 四川恒正工程造价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19-10-11

49 丁全惠 建[造]11015100001053 四川中科智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12-10-12

50 易莎 建[造]15510006942 四川恒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 2015-11-25

51 杨玲英 建[造]11165300000935 和信工程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 云南省 2016-07-08

52 谢菊兰 建[造]04530000450 迪庆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中心 云南省 2004-09-30

53 范杰 建[造]11165300000736 云南能投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云南省 2017-01-05

54 王建芳 建[造]14135400000043 西藏良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 2013-10-30

55 杨婷婷 建[造]14085400000064 西藏良和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 2010-10-12

56 冯整风 建[造]15610003763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2015-10-08

57 白迎军 建[造]11026100000355 希格玛工程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 201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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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张君 建[造]04610000791 陕西天德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陕西省 2011-01-01

59 刘晨 建[造]14206100000775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2020-08-26

60 贾利文 建[造]14620001761 甘肃中谦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省 2014-12-26

61 蒋仁红 建[造]19650004962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5-10-09

62 王肖肖 建[造]18650005006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8-02-12

63 梁威威 建[造]17650005062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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