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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陈昊等 282 人符合二级建造师注册条件人员名单

(第二十四批，共 8 页）
序号 事项 盟市 姓名 企业名称

1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陈昊 内蒙古万德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冯旭东 乌兰察布市森桥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3 重新注册 锡林郭勒 王德华 内蒙古耀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王小军 内蒙古伟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赵福厚 内蒙古锦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6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袁瑞君 内蒙古晟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李元宝 内蒙古金朵建设有限公司

8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石鑫 内蒙古锋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郭鹏 内蒙古轩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赵智东 内蒙古兴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孙飞 内蒙古兴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邬红霞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国安消防器材工程安装有限

公司

13 重新注册 巴彦淖尔 李晶 内蒙古兴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鲁耀泽 乌兰察布市绿珂地质治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15 增项 巴彦淖尔 王明 内蒙古禹德建筑有限公司

16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倪昕旭 乌兰察布市绿珂地质治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17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史晓强 内蒙古万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徐振飞 内蒙古锋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马士元 内蒙古卓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李磊 内蒙古万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 首次申请 乌兰察布 邢晓敏 内蒙古久益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2 重新注册 包头 武灵飞 内蒙古翔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3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戴永华 内蒙古曙光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4 重新注册 阿拉善盟 池洁春 阿拉善盟嘉源市政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25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陈燕伟 鄂尔多斯市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6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张寿安 内蒙古鼎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张利祥 伊金霍洛旗宏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2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余伟威 内蒙古仁瑞泰建设有限公司

29 首次申请 包头 高龙梅 包钢集团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樊华 内蒙古曙光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3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毛新生 内蒙古鼎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2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马德村 内蒙古曙光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33 首次申请 乌海 王伟 乌海市金旭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34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张瑞峰 鄂尔多斯市泰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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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胡江三 鄂尔多斯市陆泰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3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史建岭 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3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有明 内蒙古鼎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刘军华 内蒙古曙光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39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周心祥 内蒙古中至鑫建设有限公司

40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付彪 鄂尔多斯市腾鹏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41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张子辉 内蒙古凯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2 首次申请 乌兰察布 李阳 内蒙古鼎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3 首次申请 乌海 乔海霞 内蒙古宏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44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邬金龙 内蒙古元瑞电建有限责任公司

45 首次申请 乌兰察布 曹鹏 内蒙古汇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6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胡波 内蒙古习利特工程有限公司

4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于军 内蒙古鼎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8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韩佳利 内蒙古宏盛古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9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张志超 乌兰察布市绿珂地质治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5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曹义 内蒙古励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1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侯甲 内蒙古宏盛古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52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张丞惠 内蒙古晨辉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53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王杰 鄂尔多斯市陆泰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54 增项 鄂尔多斯 王永 内蒙古凯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55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杜敏 乌兰察布市绿珂地质治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56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梁瑞林 内蒙古曙光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57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孟燕荣 内蒙古曙光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58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张旭 内蒙古习利特工程有限公司

59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赵赫臻 内蒙古励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 首次申请 阿拉善盟 刘勇 内蒙古金峰华熙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61 首次申请 乌海 严萌 内蒙古宏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62 首次申请 乌海 田丽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3 首次申请 赤峰 宋小冬 内蒙古联赫建设有限公司

64 首次申请 乌海 赵琳琳 内蒙古宏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65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薛矛 乌兰察布市绿珂地质治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66 重新注册 阿拉善盟 乔双九 内蒙古金峰华熙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67 首次申请 乌海 王国栋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8 首次申请 阿拉善盟 孙鹏飞 内蒙古金峰华熙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69 首次申请 乌海 曹宏波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0 首次申请 阿拉善盟 韩殿国 内蒙古金峰华熙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71 首次申请 乌海 高丽岳 内蒙古宏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72 首次申请 乌海 侯德辉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3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霍亚利 内蒙古凯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4 首次申请 乌兰察布 翁茹 乌兰察布市绿珂地质治理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75 首次申请 乌海 刘晓攀 内蒙古宏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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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首次申请 包头 苏宇 包头福徵园林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7 重新注册 包头 高玲 内蒙古翔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8 首次申请 乌海 于富强 内蒙古宏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79 首次申请 包头 曹瑞瑞 内蒙古金博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 首次申请 呼伦贝尔 叶建雄 呼伦贝尔市忠信线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1 重新注册 包头 吕晓红 内蒙古欧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2 首次申请 包头 苏喜小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83 增项 包头 肖江竑 内蒙古皖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4 首次申请 包头 陈韬 包头市和方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85 首次申请 包头 王泰程 内蒙古皖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6 首次申请 包头 勾庆华 内蒙古鑫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87 首次申请 包头 李宇 内蒙古欧蒙电力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88 增项 包头 白家明 内蒙古国华建设有限公司

89 重新注册 包头 郝媛 包头市金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90 重新注册 包头 赵凯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91 重新注册 包头 任海霞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92 首次申请 包头 刘朋丽 内蒙古东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3 首次申请 乌海 燕春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4 首次申请 乌海 讷经纬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5 首次申请 乌海 陈颖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6 首次申请 乌海 刘凤格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7 首次申请 乌海 刘丽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8 重新注册 包头 苏学勇 包头市中实伟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99 首次申请 包头 郑勇 内蒙古锦恒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00 首次申请 包头 薄宏波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01 重新注册 包头 刘璐 包头市金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02 首次申请 包头 孟秋薇 内蒙古鸿尚工程有限公司

103 首次申请 包头 索文斌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104 重新注册 包头 边利强 内蒙古鑫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05 重新注册 包头 谢恩功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06 重新注册 包头 秦凯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07 增项 包头 张恒 内蒙古皖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8 重新注册 包头 高美忠 包头环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9 首次申请 包头 李晶 内蒙古金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0 首次申请 包头 邓文冬 包头市龙鼎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

111 首次申请 包头 赵晓莉 包头市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2 重新注册 包头 魏国栋 内蒙古东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3 重新注册 包头 薛智颖 内蒙古欧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14 重新注册 包头 田文英 内蒙古欧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15 重新注册 包头 赵艳霞 包头市金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16 重新注册 包头 王泰程 内蒙古皖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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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首次申请 包头 燕鹏 内蒙古欧蒙电力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118 重新注册 包头 宋晓军 内蒙古欧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19 首次申请 包头 王瑞明 内蒙古华奕天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 重新注册 包头 师同君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21 首次申请 包头 李睿琳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122 首次申请 包头 梁金锁 内蒙古建标建筑有限公司

123 重新注册 包头 张艮福 包头市包供成套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24 首次申请 包头 王蓉 内蒙古东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5 重新注册 包头 刘丽敏 包头市金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26 首次申请 包头 张敏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127 重新注册 包头 崔继先 内蒙古欧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28 首次申请 包头 王新辉 内蒙古鑫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29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潘俊清 内蒙古金朵建设有限公司

13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瑞红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时耀 内蒙古邦达建设有限公司

132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常春 内蒙古景华丽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33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张文波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4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程金亮 内蒙古邦达建设有限公司

135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赵鑫 内蒙古邦达建设有限公司

136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孙树立 内蒙古广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7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李培俊 内蒙古邦达建设有限公司

138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左鹏 内蒙古邦达建设有限公司

139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曹红霞 内蒙古金朵建设有限公司

14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杨亚芬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陶格陶巴

雅尔
内蒙古景华丽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42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兰月政 内蒙古广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3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淑琴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4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晓敏 内蒙古轩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45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何雨航 内蒙古金凡建设有限公司

146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郭志强 内蒙古瑞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47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贺贵瑛 内蒙古锦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8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王志刚 内蒙古瑞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49 重新注册 包头 孙宝娟 包头市筑诚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150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于海洲 内蒙古金凡建设有限公司

151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房亮 内蒙古金凡建设有限公司

152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乔波 内蒙古锦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3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张福成 内蒙古瑞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54 重新注册 包头 刘占彬 包头市筑诚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155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万里 内蒙古瑞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56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刘伟 内蒙古锦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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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郭锐 内蒙古锦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8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静 内蒙古城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9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商泽松 内蒙古锦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0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赵虎 内蒙古盛弘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61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立鑫 内蒙古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62 重新注册 鄂尔多斯 张岩石 内蒙古九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163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王双利 内蒙古恒翊建设有限公司

164 重新注册 赤峰 周昕禹 内蒙古琅旭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65 重新注册 包头 付历军 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6 重新注册 包头 张宏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67 重新注册 包头 高元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68 重新注册 包头 韩喜威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69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姚萌萌 内蒙古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70 重新注册 包头 史志慧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71 重新注册 包头 费志光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72 重新注册 包头 庞皓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73 重新注册 包头 邢进春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74 重新注册 包头 梁晓冬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75 重新注册 包头 施宝明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76 重新注册 包头 云俊威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77 重新注册 包头 马利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78 重新注册 包头 李翠英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79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张宇杰 内蒙古清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0 重新注册 包头 曹彦鹏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81 重新注册 包头 董哲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82 重新注册 呼和浩特 孙杰 内蒙古卓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 重新注册 乌兰察布 焦毓 内蒙古万兴建设有限公司

184 增项 呼和浩特 蔡宇舟 内蒙古联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5 增项 呼和浩特 张鹏飞 内蒙古三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6 增项 通辽 冯春来 内蒙古通大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7 增项 赤峰 王艳丽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188 增项 赤峰 田向雨 赤峰市汇宇建筑有限公司

189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董宇廷 内蒙古锦辉建设有限公司

190 首次申请 包头 王晓波 包头市筑诚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

191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张彩霞 内蒙古锦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2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陈利平 内蒙古瑞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93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冯兰军 内蒙古清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4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刘瑞兵 内蒙古瑞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95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毕扬 内蒙古金凡建设有限公司

196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张碧莹 内蒙古瑞鑫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97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边志敏 鄂尔多斯市久运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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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首次申请 包头 韩亮 内蒙古润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9 首次申请 包头 郝祥 内蒙古润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李志刚 内蒙古黄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孙晓炜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杜磊 内蒙古励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3 首次申请 包头 魏云 包头市闽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04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苗永芬 内蒙古励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5 首次申请 赤峰 苏洋 赤峰东启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20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石建军 内蒙古恒鑫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7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张中 内蒙古黄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

20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李倩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9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庞海豹 内蒙古励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0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莉莉 内蒙古恒鑫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1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魏祝灵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韦丽平 内蒙古卓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3 首次申请 包头 李耀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14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陈宇博 内蒙古恒翊建设有限公司

215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张刚伟 内蒙古卓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韩国春 内蒙古中闽同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17 首次申请 包头 李莹飞 内蒙古中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18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吕峰 鄂尔多斯市久运建设有限公司

219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王佳雨 内蒙古金凡建设有限公司

220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智慧 内蒙古华玥建设有限公司

221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波 内蒙古尚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22 首次申请 乌海 方霞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23 首次申请 乌海 周祥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24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张宝强 内蒙古钊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25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厍嘉旺 内蒙古景华丽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2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高茂胜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7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刘长坤 内蒙古恒鼎电力有限公司

22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苏志敏 内蒙古北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9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高龙 内蒙古中诚建筑有限公司

230 首次申请 乌海 李柯芳 乌海市兴海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31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张志慧 呼和浩特市烁维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23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周琳 内蒙古兴亚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233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毕省 内蒙古钊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34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雒智勇 内蒙古恒鼎电力有限公司

235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刘中尉 内蒙古恒鼎电力有限公司

23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方国才 内蒙古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37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刘芳 内蒙古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3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李晓莉 内蒙古中诚建筑有限公司



- 7 -

239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李俊兵 内蒙古鑫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40 首次申请 乌海 尹鑫 乌海市功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41 首次申请 乌海 文彦 乌海市兴海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42 首次申请 乌海 潘磊 内蒙古领盛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43 首次申请 赤峰 闫军 内蒙古琅旭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44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于胜杰 鄂尔多斯市泰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45 首次申请 赤峰 陆伟东 赤峰辽恒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46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崔建军 内蒙古钊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47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罗禹 内蒙古仁瑞泰建设有限公司

248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颜术春 内蒙古晶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49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立冬 内蒙古韶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0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东波 内蒙古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51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尹添鹏 内蒙古韶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2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秦洁 内蒙古景华丽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53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张虎 内蒙古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54 首次申请 乌海 周翠英 乌海市兴海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55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郭永健 内蒙古方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56 首次申请 通辽 刘艳广 通辽越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57 首次申请 赤峰 张石敦 赤峰辽恒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58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牛振华 内蒙古方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59 首次申请 乌海 于海燕 内蒙古领盛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60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胡永强 内蒙古清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61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胡永彪 内蒙古清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62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王维 内蒙古福玉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3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刘俊慧 内蒙古恒翊建设有限公司

264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呼彦忠 内蒙古建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65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王新妮 鄂尔多斯市泰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66 重新注册 赤峰 贾东杰 内蒙古琅旭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67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尤伟 内蒙古盛世嘉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8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沈秋云 内蒙古福玉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9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刘姝艳 内蒙古建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70 首次申请 巴彦淖尔 边克勤 内蒙古曙光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71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宁瑞华 中交北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72 首次申请 乌海 张斌 内蒙古领盛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73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白佳乐 内蒙古犇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74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高刚 内蒙古兴泰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75 首次申请 呼和浩特 王有哲 内蒙古京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6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彭菲 鄂尔多斯市泰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77 首次申请 赤峰 史明忱 赤峰辽恒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78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许永乐 内蒙古伟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79 首次申请 赤峰 王博 巴林左旗蒙鸿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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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首次申请 乌兰察布 张彪 内蒙古天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81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杨杰 内蒙古犇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82 首次申请 鄂尔多斯 朱艳琴 内蒙古方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10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