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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申报建筑环保测绘工程中级职称评审           

拟上会参评人员名单

序号 单  位 姓名

1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李国海

2 大姚博业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马菊珍

3 云南永仁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毛琼华

4 云南徽乐建设有限公司 柳帆

5 云南协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吴桐漫

6 云南协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土金

7 云南协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罗崇超

8 云南协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冬梅

9 云南协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红良

10 云南莹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玉梅

11 云南莹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肖苏

12 云南莹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唐刚

13 云南莹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起婷婷

14 云南德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靳理翠

15 云南德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阮皓云

16 楚雄州生态环境局武定分局生态环境监测
站

郭文栋

17 楚雄州生态环境局武定分局生态环境监测
站

白姝晗

18 楚雄众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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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楚雄众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马琨超

20 楚雄众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聂红梅

21 楚雄众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凤莲

22 楚雄浩宸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芳

23 云南楚雄建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张波

24 云南楚雄建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郭海

25 云南楚雄建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尚明松

26 楚雄精韬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李国信

27 楚雄精韬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张含

28 楚雄精韬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杨翠萍

29 楚雄精韬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沈建辉

30 楚雄鸿安建业有限公司 唐韬

31 楚雄鸿安建业有限公司 尹光平

32 楚雄鸿安建业有限公司 赵松泉

33 楚雄鸿安建业有限公司 汪俊波

34 武定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熊美萍

35 武定县住建局自来水厂 陆品

36 云南楚雄建华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张红勇

37 楚雄有色勘测工程有限公司 张玲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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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云南新思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刘双红

39 云南新思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吕

40 禄丰县恐龙山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
中心

马以华

41 元谋县物茂乡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
心

刘开龙

42 楚雄云辰智慧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王奇侯

43 楚雄鸿安建业有限公司 者世萍

44 大姚金碧建业有限公司 刘丽华

45 大姚金碧建业有限公司 刘亚兵

46 楚雄新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毕雪梅

47 牟定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习丽英

48 禄丰县金山镇人民政府 王君

49 云南云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鹏飞

50 云南云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陆顺明

51 禄丰县彩云镇人民政府 刘艳

52 禄丰县住建局 陈淑燕

53 楚雄永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伍德明

54 禄丰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周海燕

55 禄丰县高峰乡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
心

王秋涛

56 楚雄州旭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胡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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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永仁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杨松

58 永仁县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 李艳华

59 云南崇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琳

60 云南楚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普建梅

61 元谋新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易弘彬

62 元谋新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薛全

63 云南振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陶进梅

64 元谋县人民政府项目评审中心 郑华光

65 元谋县城乡建设管理站 白鸿瑞

66 元谋县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 吴德钰

67 元谋县行政审批局 岳发坤

68 云南威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浩

69 云南威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耿自理

70 云南威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国瑞

71 楚雄市供排水有限公司 周晓燕

72 楚雄市供排水有限公司 银欧

73 楚雄伟业设计有限公司 邢志雄

74 云南嘉缘花木绿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翼平

75 云南竣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方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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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双柏县查姆公园管理所 王春荣

77 双柏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陈丽

78 云南省禄丰金恒工程有限公司 张棕波

79 云南南华宏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郭丽芸

80 云南南华宏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周雄

81 云南南华宏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邹宏伟

82 云南楚雄光宇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王龙凤

83 楚雄州生态环境局禄丰分局 王娅

84 云南泉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杨德明

85 云南泉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张杰

86 云南泉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邹金强

87 云南泉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李柏林

88 楚雄佳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洪明

89 楚雄佳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贵国

90 大姚县湾碧乡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
心

陈志富

91 大姚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赵海

92 大姚县金碧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
心

张晓捷

93 武定县供水排水燃气管理站 黄颖杉

94 云南彝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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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云南彝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丽萍

96 云南彝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易国俊

97 云南瑞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强

98 云南瑞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欧阳俊
忠

99 牟定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普志刚

100 牟定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贺天才

101 楚雄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 王应珺

102 楚雄市房地产交易管理中心 郑玮姗

103 牟定中屯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杨梅香

104 楚雄正欣水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王彬

105 云南昱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平

106 云南昱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富友

107 楚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宋绍琼 

108 楚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刘全高

109 牟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施工图审查
事务所

刘婉慧

110 云南腾垠川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金伟

111 唐山昊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楚雄分公司 苏立志

112 唐山昊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楚雄分公司 阮春平

113 云南勤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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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云南勤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铁城

115 云南勤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厉利

116 云南竣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曾耀

117 云南聚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鲁建林

118 云南聚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晓

119 云南聚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沧雄

120 楚雄智群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保清

121 云南佳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苗正伟

122 楚雄州生态环境局永仁分局 尹秀丽

123 云南华振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孔成龙

124 楚雄滇中物业有限公司 卜学洪

125 楚雄滇中物业有限公司 王守华

126 楚雄滇中物业有限公司 王显成

127 楚雄滇中物业有限公司 李奎

128 楚雄雄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袁测淞

129 楚雄雄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志伟

130 云南兴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树华

131 云南兴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德卿

132 云南兴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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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云南兴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吉楷

134 云南兴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许继华

135 云南兴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骆之强

136 楚雄泰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段慧荣

137 云南立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凡思纪

138 云南磐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郭强军

139 云南磐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肖遥

140 牟定县新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金涛

141 牟定县新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刘华

142 牟定县新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刘艳琼

143 牟定县新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沈艳丽

144 牟定县新桥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杨正伟

145 云南松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江苏

146 云南松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强

147 云南松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飞

148 云南松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吴雯羽

149 云南松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毛霞

150 楚雄源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丽华

151 楚雄嘉隆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白继宏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申报建筑环保测绘工程中级职称评审           

拟上会参评人员名单

序号 单  位 姓名

152 云南昊圻建筑有限公司 李万荣

153 云南厚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曾琛

154 姚安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 唐国星

155 姚安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 马芹梅

156 姚安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鲁沁

157 云南创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胡亮

158 云南德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子洲

159 云南德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姝芬

160 云南德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雷

161 云南德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廖伟

162 云南德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武逵

163 云南德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炫宇

164 云南德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进梅

165 云南隆骥勘察工程有限公司 段正武

166 云南后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汪浩

167 云南后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敏

168 云南后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玉莉

169 云南后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解开宏

170 云南后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方柱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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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云南后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尹光喜

172 楚雄旭坤建业有限公司 张学海

173 楚雄旭坤建业有限公司 王磊

174 云南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晓玲

175 云南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翰榕

176 云南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晓明

177 云南盛元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钱波

178 云南博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台荟成

179 云南博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铭

180 云南博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飞

181 云南博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夏英

182 云南博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应统

183 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普志鹏

184 云南集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志鸿

185 楚雄州生态环境局南华分局生态环境监测
站

李贵昌

186 云南银河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王红萍

187 云南宝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美英

188 云南宝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靖婷

189 楚雄州生态环境局元谋分局生态环境监测
站

段季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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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楚雄德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石军

191 楚雄德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杨金象

192 楚雄德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苏进

193 云南禄丰三叠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华丽英

194 楚雄兴阳建筑有限公司 李家伦

195 姚安盛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健兴

196 云南名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建新

197 云南万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正能

198 楚雄市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杨祖武

199 牟定散花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谭德清

200 云南楚雄龙升工贸有限公司 周家伟

201 云南楚雄龙升工贸有限公司 饶拯

202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马智荣

203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超

204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普茗若

205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姜泽胜

206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邓超

207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龙

208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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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誉迈

210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光红

211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如文

212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先超

213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钏淼

214 云南广厦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