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详细地址 所属区 建造师不合格资质明细

9112000072296977X2
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王永宝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产业功能
园区大来路6号-6（翌晨公司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1MA0762BQ4U
铁建（天津）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杜志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6号402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02MA06CCDP85
天津圣鑫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晶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 1 号 3043 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2MA06CFK30F
华世通达(天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魏杰
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街道东城北
路与北环路交口商务楼2楼126
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2MA06D8FG1E
天津森火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王春鹏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06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4MA06Y40RXW
天津振永安全科技有限公
司

胡威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西环路
与支路三十二交口香坻花园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1053006602387
天津市方圆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丽红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1号3081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911201055929085482
天津市昌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杜剑辉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产业功能
区大来路1号-59号(凯森公司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5MA06AXNR4L
天津森格艺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彩君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86室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300719500G
天津鸿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查明亮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720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929190792
天津茂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志刚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869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QQFC9E
中天创锦（天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李帅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九园公
路南侧新城投资公司办公楼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0J5K0E
天津津丰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赵青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方盛商务楼536室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6MG679
天津市信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海燕
天津市宝坻区节能环保工业区
天宝南环路8号8836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10937541180
天津永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于晓东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产业功
能区园区东路8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1730372957M
天津忠旺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王峰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23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1MA05JFMG7T
天津市世林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赵铁林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2-6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1MA069DM90C
天津众淼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王松岩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2-7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1MA06XEUE68
天津市峰泽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刘立峰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81室(存在多址信息)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1MA06YUXA1M
中盛建业（天津）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张善文
天津市宝坻区西环北路与唐通
公路交口中关村科技城协同发
展中心3号楼269-3室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91120111MA071L2M90
天津龙跃盛世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张则功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龙潭村
3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1MA07A53D7G
中青建筑工程（天津）有
限公司

张遵伟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5197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2091567933A
天津市众合建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张占新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商业街
1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5JEK86B
天津市堃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夏俊生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园区路
2号128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宝坻区责令限期整改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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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2MA05LKDQ6D
天津盛世名城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苌庆锋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九园公
路南侧新城投资公司办公楼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5PYCC5Y
天津市长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郝淑华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李台村
六区46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69PJC91
天津津通恒远科技有限公
司

周永强
天津市宝坻区天宝工业园天宝
南环路8号833-2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6CX438P
天津金洲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王永宏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73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2MA06CX454D
天津市海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孙艮光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56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2MA06T2HJXB
天津源融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于晓全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
园办公大楼1楼103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2MA06TMEBXC 龙博龙兴（天津）建筑工 秦红生 天津市宝坻区天秀园13栋801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6XMRC2F
天津鸿翼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毕梦迪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产业功
能区北桥主路北侧西段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78H3884
天津市兴泽大地工程有限
公司

李学会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工贸区
568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35832848413
中通建筑（天津）集团有
限公司

刘建忠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313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3596121574C
天津英硕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王光南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唐泉尚
苑7号楼1单元489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3MA05JCJX9L
天津建博伟业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张瑞清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大酒店南侧
（钰华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大
队院内006室)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消防设施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标
准要求注册建造师人数不少于5人，
当前人数1人

91120113MA074ETQ08
天津桐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帅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2—5C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550364730Y
天津市金超利达科技有限
公司

王绥霞
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产业功能
区1号路西2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7491166899
天津弘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孙培青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6号9007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二级

91120116MA05QUBH47
天津鑫地劳务工程有限公
司

安富荣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5196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6C9J621
天津恒硕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孟春荣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产业功能
区大来路6号-22号（翌晨公司
院内）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

91120116MA06CF6U2X
天津亿海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张立江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润泽新
苑西侧底商268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GG6J7A
天津合驿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树刚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68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UG2A47
天津实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陆云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京津温
泉城上京嵘园2-9-302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6W1KU2E
中行（天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赵淑娟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5083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WH0Q6F
天津通和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蔡兆通
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产业功能
区1号路433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XTFB73
天津凯骏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新国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89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6XYLY70
原石著展（天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鲍琳颖
天津市宝坻区西环北路与唐通
公路交口中关村科技城协同发
展中心3号楼270-5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6XYM3XX
天津邦远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韩国苹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1号3051室-1区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XYXJ01
天津市馨悦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馨蕊
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玉都商
业中心14-1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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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6MA06Y19F0J
天津泽铭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东敏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1号3151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YD0548
天津瑞国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陈鹏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工业园
区内五经路与九纬路交口西侧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YTQN0K
天津市阿东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王瑞雷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501号

宝坻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4W846G
天津瑞辰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赵振华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45-6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757QPX6
中建国基（天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胡惜辉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45号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8N8943
天津靓菁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李自美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区天宝南环
路8号8815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1KC08
天津骏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伟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613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29H48 国能（天津）电力技术有 任增彬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宝坻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HW10K 天津华翔钢结构有限公司 刘东升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219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N2AX7
天津五安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谢震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一号方盛商务楼A座527室

宝坻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PEU5R
天津柏利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杨小波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5—4C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R1Q5B
天津正宇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贾秀铮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开元路
1号商贸楼1号楼183室

宝坻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R815B
天津中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继超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方盛商务楼A座322室

宝坻区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U3G4R
天津中建弘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张军义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10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AKDM5Q
天津市轰隆隆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刘帅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118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AYHQ1M
天津市宏岩欣瑞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孙研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广川路
路西(宝坻宾馆路西100米)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7B02R73 天津恒基晟业建筑工程有 刘洪婵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B03D9J
天津汇海隆升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巩桂双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闫各庄
村路东3排21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B31U3Q
冀中恒源建设工程（天
津）有限公司

庞苗
天津市宝坻区塑料制品工业区
潮阳东路6号101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BNKL57
天津市兴营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施春扣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岳园新
村二排十一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BPCWX9
天津鼎鑫坚固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闫锡强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82号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CLRH7M
中峰鸿创（天津）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田秀国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47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CMWJ82 中新浩达（天津）建筑工 朱晓琳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0RGRX3
天津新世天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忠立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78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4QXE0F
天津鑫达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唐鑫刚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58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8CAH25
天津莉丰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王运东
天津市宝坻经济开发区九园黄
庄分园1号路41号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8J2J7K
申亿兴（天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窦云山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615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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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8MA0799F29R 天津北建联工程有限公司 邓军平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A座5040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标准要求注册建造师人数不少于3
人，当前人数2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9G9A56 天津嘉皓路桥工程有限公 张延伏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9QB70Q
天津海河建设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郭良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266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AXPJ2A
天津中科国信建设有限公
司

陈伟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5—7A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8MA07B93G8G
天津凯森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魏磊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138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CJWJXA
金源荣盛（天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辛颖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九园公
路南侧新城投资公司办公楼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71X3F09
天津市昱成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陈树武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水苑小
区67-1-101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874X1P
天津安邦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林宏斌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115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2086558338Q
天津市耀凯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吴俊山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36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23286889539
天津普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东洪
天津市宝坻区五金机电交易市
场3-36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581340299F
天津市信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郝洪起
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产业功能
区1号路60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744031491T
天津市华业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刘广春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5-3c室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KFA216
天津旭昊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赵成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潘青路
28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LK1E14
天津金翊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牛金波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611室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LUA1XA
天津市骥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宋超
天津市宝坻区节能环保工业区
天宝南环路8号815-7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2MA05NPDP21
天津富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苏冬雪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一号方盛商务楼A座531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QR031D
天津宝泰汇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明东
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产业功
能区西区1排6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R15Q69
天津金永义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陈俊涛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24-3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2MA05W60P7A
天津爱康机电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郑立克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广仓
道33号206室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WYNH45
天津市华晟基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王广明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海关
大楼224室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X61H35
天津浩天伟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董春生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产业功
能区规划二号路46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标准要求注册建造师人数不少于5
人，当前人数2人

91120222MA05XM2W6U
天津市鼎江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裴俊国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2-6B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91120222MA06AM357C
天津兴通鸿业彩钢钢结构
有限公司

陈春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工业园
区内五经路与九纬路交口西侧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AMAY94
天津雍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高俊岩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紫溪花
园小区注册经济办公楼109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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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2MA06DGL005
岱驰(天津)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李伟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443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2MA06JD4W94
天津宇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立伟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一号方盛商务楼A座1002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UBAP4Q
天津康海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张帅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一号路89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UQ6M51
天津市津建津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曹征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5-9A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W44T0J
天津天盛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水后宝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97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XJEB32
建华（天津）建设有限公
司

宋雨航
天津市宝坻经济开发区九园黄
庄分园2号路15号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一级

91120222MA0767M99B 天津昱创建设工程有限公 裴娜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宝坻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3MA06TGYR1X
天津鼎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辉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21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052098767F
天津昂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王德拥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89号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0587173893
天津市瑞拓装饰装修有限
公司

李瑞亭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104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058738833E
天津市鑫天元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李树元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金源路
与盛举道交口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061205413J
天津众和恒泰人防工程防
护设备有限公司

李竹平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广仓
道6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06121546X0
天津华仕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世杰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123号
202-5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064035472A
天津市亚恒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朱玲玲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区管
委会路1号（203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079610767N
天津桦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杨俊起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35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079611575D 天津宇邦科技有限公司 田春旺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官庄村
后街8排5号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079615664U
天津卓越消防科技有限公
司

蒋爱华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13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0936057294
天津朝霞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明利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1002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4093612937C
天津润田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张浩男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235-B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1042014137
天津市宝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传凯 天津市宝坻区城东津围路13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224104203398P
天津渠阳电力安装有限公
司

李明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建设路
163号

宝坻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300302190W
天津市久金管道工程有限
公司

张瑾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街道天宝路
2号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004719632
天津华星高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苏文政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6号9109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300505772X
天津市乾程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增富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产业功
能区6号路16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00640974W
天津桦宁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吴淑霞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一号方盛商务楼A座541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00651315N 天津市宏诚时代建设工程 徐翔胜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007173293
天津邮信物联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张敬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3212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300758171A
天津科远电气工程有限公
司

张宗旭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大新公
路北侧470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328527201T
天津市金起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金起
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产业功
能区二号路南侧（宝平路西
500米）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285284070
天津希尔盾人防设备有限
公司

王洲靖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区盛
泰道2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3285528023 旭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旭东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产业功
能区十经路1号195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详细地址 所属区 建造师不合格资质明细

91120224328622786D 华诚博远钢结构有限公司 樊玉仓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4号路8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340900398A
天津市通洋博海科技有限
公司

马桂芳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395室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340939567P
天津富地兴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许光伟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石臼村
物回园区21区18室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40973204T
中材永润市政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卢兆东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开发区
（管委会对面）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5153088XU 天津市紫阳建筑有限公司 张存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区管
委会路1号103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351562240H
天津市天力汇丰钢结构有
限公司

许艳
天津市宝坻区塑料制品工业区
福德路与广仓道交口东侧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5035476XU
天津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陈艳霞 天津市宝坻区城市艺墅D—09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56501126C
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天
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郝艳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123号
101-3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59481909Y
天津市永信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匡满敬
天津市宝坻区黄庄乡黄庄村新
28排46号

宝坻区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62695377E
天津鹏皓铝塑门窗有限公
司

刘金艳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塑料制品工
业园区长兴道7号

宝坻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562695553B
天津宝晟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骏跃
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产业功
能区二号路南侧东段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661168117
天津市晟天工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于云中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产业功
能区188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224569336326J
天津市双龙电气工程有限
公司

谭仕山
天津市宝坻区中关村大道与西
环北路交口中关村科技城展示
中心211-20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标准要求注册建造师人数不少于5
人，当前人数2人

91120224569338399H
天津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周结青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502-B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5723403506 天津远泰模块房制造有限 刘月聪 天津宝坻经济开发区宝富道25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5751493831
金水母节能科技(天津)有
限公司

陈贤在
宝坻区经济开发区九园工业园
第三大街东侧、4号路南侧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578328715P
天津市三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杨洪顺 宝坻区学街46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832917853
天津达荣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全文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海关
大楼715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

9112022458641682XT
中标建设集团天津市中标
科技有限公司

陈晓锋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区盛
举道6号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589776070H
天津柏泉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高玉杰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富民路
9号255室

宝坻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929029988
天津畅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闫宝文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54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92905945F
天津市祥茂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岳凤彬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老通唐
公路北侧（农商银行西侧）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92941954F
天津市华美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赵永刚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1号院内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96140791U
天津华勘核工业资源勘探
开发有限公司

李井君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高家口
村东（宝坻区地质路二四七大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598738471N
天津艾尼杰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文岩竹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宝翔景
苑商业用房分号B-1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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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660309628U 天津市东鹏劳务有限公司 许东亮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大钟庄
村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660340123X
天津神州海创科技有限公
司

赵国彬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九园公
路东侧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673708978R 天津市德盛源环境工程有 王立合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政府路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684709941G
天津市创佳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庞景宽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祥瑞大
街首钢宝泉1号楼5层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690651846X
天津市林海源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张晓光
天津宝坻经济开发区（天宝工
业园）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6940921139
天津鹏程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李发元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津围路
13号（祥和家园劝宝超市旁）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6974367867
格瑞(天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张志强
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振业
路西侧、兴宝道南侧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735468798N
天津市振津石油天然气工
程有限公司

王立超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福义
路2号

宝坻区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741399178P
天津市汇川管道工程有限
公司

艾春海 宝坻区新开口镇六户村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7466715991
天津市滨涛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杜海源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西杜庄
村南侧

宝坻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4758115637A
天津华夏防火设备有限公
司

刘德亮 宝坻区八门城镇工业区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77363972XH
天津日星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白云轩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1号516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7803179728
天津天源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许良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宝平公
路西侧顺发路3号

宝坻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224789355991F
天津市夯实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

白松园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海关
大楼7楼251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J52A34
天津宇盛达门窗制造有限
公司

张寿亮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广仓
道21号

宝坻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J8TB1W
天津领泽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邸建伟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9号109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JM8U15
天津集利信通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汪爱明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祥
路15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JPP020
天津市天阳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段学礼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区管
委会路1号102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JX2402
天津黑油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杜鹃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火车站
出口北西侧50米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224MA05JYP82T
天津海天创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刘国峰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619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KBKM8J
天津市众远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荣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
园办公大楼2楼205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KFQ073
天津市天马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杨秀芬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政府西
侧老地税所院内206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KMJYXF
天津中澳国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鹏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新都汇
大厦8-803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

91120224MA05KUTG8Q
天津盛鑫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敬国庆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开元路
1号商贸楼416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KWWCX8
天津市乾泓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白云霞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商业街
8号-6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KXTD1E 天津市木森建筑有限公司 赵丽艳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123号钰
泰商务楼319-19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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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MA05L2QB78
天津林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王林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207-B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L7P47F
天津磐越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蒙
天津市宝坻区南关大街111号
总部经济大厦1201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LA1188
天津盛泽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赵玉文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园区路
2号235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古建筑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 】标准要求注册建造师人
数不少于3人，当前人数0人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LE0R5Y
天津视华隆视觉科技有限
公司

涂世金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宝中
道28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LFW19Q
天津永通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宋帅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新开口
路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3041
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LM727P
天津博大蓝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海静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一号路90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
标准要求注册建造师人数不少于5
人，当前人数2人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LTTBX5
天津博昊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赵志广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516-B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LWWN50
天津睿信康达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李岩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顺园商
业街20号众创空间101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M7LW6U
百和仕（天津）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

张朝阳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区
盛泰道南侧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MA1J0Q 天津鑫奥通科技有限公司 郭桂霞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106号018
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N06H40
天津景隆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建新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工贸区
66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N2QR9C
天津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传立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三经路
与四纬路交口

宝坻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N6TD4Q
天津天宝金海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赵建民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开发区商业
街2-8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NBUK1F
迈高（天津）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李红华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工业园区
盛泰道2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NH8K8L
天津爱艺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楠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工业区
二号路一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NPEH3G
天津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肖建光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69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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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MA05NXMP1K
天津创铖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孙志涛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236-B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PDNH90
天津市湘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赵湘茵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601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PTLD78
天津华城尚都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张冬青
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产业功
能区东区一排五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Q3917Y
天津鼎之信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曹保平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大来路
1号-9（凯森公司院内）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QLGR3X 中工宝泰（天津）科技发 张涛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R1T22A
天津和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林文颖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203号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T06R9N
天津锦鸿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曹俊玉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尔王庄
村政府街1号2-108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TT8F2X
天津瀚森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史怀柱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467-A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U3KD7B
中源汉邦（天津）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万福君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方盛商务楼523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UETE24
天津康思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袁誉明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唐通公
路北侧产业园区（天津红冶汇
新实业有限公司院内）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WXJX7R
天津中园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曹明军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方盛商务楼508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X5L09P
天津百久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周金彪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兴凯
商务楼8楼088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XEH08L
天津源鑫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郑广友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八门城
村南侧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XR216R
天津市联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高庆栋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新开口
路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4214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5XYBX4P
中天远景（天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吴桂忠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上京康
园437-1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

91120224MA05Y01C13
天津宽途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璋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产业功
能区规划三号路88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98AU2J
天津市鹏恒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陈正安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京津新
城上京熙园410号101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9L2525
天津智通力合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张俊勇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123号
115-78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9PGK52
天津鑫晟睿鹏海洋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杨毅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政府路
5号

宝坻区
海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海洋
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A8N564
天津穆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燕鑫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35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A8WE7J
天津久福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钟永新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92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ACMY8B
天津市宏奕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梁雄伟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21-6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AXWN9Q
华津汉源电力工程设计
（天津）有限公司

张涛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6号1013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B2CA6W
天津泓鑫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马晓阳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水岸蓝
庭24-12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BQAH6P
天津嘉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王志鹏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顺园商
业街20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BQCXXN
天津参天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

孙丽婷
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产业功
能区西区1排20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BRTY9G
天津天盛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纪英华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方盛商务楼501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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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MA06CH653G
天津市欣润达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闫宏进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东南仁
垺村西7排18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CMM24J
天津泉威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征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产业功
能区规划六号路105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CQH4X1
本本(天津)门窗科技有限
公司

李东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广仓
道21号

宝坻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CR335D
天普新能源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

李仁星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阳光大
道与园二路交口西侧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D2YU0H
天津美韵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奚瑞明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广
仓道19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DG2D6U
中迅达（天津）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雷远强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兴园道
5号512室

宝坻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E3PP0L
天津匠艺家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陈江涛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水利站
院内7-2015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EABM6K
天津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

林宝强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燕泉大
楼119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EKMN1Y
天津市尚德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俊艳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燕泉大
楼219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FALB51
天津市泽晟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洪凤桐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富民路
9号21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FKLF56
天津润仕鸿门窗幕墙有限
公司

梁守昌
天津宝坻经济开发区口东工业
园格林门业院内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FN7H0L
天津艺佳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建宇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工业园
区21号路1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G12T2P
天津市华晟众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倪美松
 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广纳
科创总部基地A座018号(津围
公路82公里处)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GCAX64
中创新能环保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

刘树生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顺园商
业街20号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GKML6U
天津竣泽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子钊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5192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GWT870
天津正盛通电子工程有限
公司

王立健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方盛商务楼525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GYBF5A
天津百诚佳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刘连喜
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九园公路
东侧（黄庄汽车站北100米）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HFP3XP
天津同临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钰华街
106号

宝坻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HLT316
天津拓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赵亮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6号2001室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HU242L
天津恒泰建邦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志涛
天津市宝坻区大口屯镇商业街
市场西路133号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

91120224MA06HU4U8A
天津鼎盛佳禾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德正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410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JB2P3F
天津创源碧凯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

李芳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北侧福德路东侧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JKQ9X8
中矿建筑工程（天津）有
限公司

王洪洪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一号路99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JNKB6C
天津卓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靳文静
天津市宝坻区王卜庄镇商贸街
18号257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JXEG6P
天津市万胜聚鑫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魏运玲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105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JXWK31 天津强邦建筑工程有限公 吴庆波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K4UH29
天津市丰润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立泉
天津市宝坻区宝坻经济开发区
潮南产业园盛世道1号102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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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MA06KWTK7J
天津展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庞振旺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西环北路1号协同发展中心1
号楼223-2室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

91120224MA06L0WG1M
天津安其居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赵智勇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产业功
能区四纬路与二经路交口7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PU0275
天津博正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冯成龙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产业功
能区浩创公司院内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Q0637W 天津智中新窗业有限公司 吴文宝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三号路23号

宝坻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224MA06RGGW7T
天津尚晖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伟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二八公
路与同砚路交口新城吾悦广场
5-7号楼-7号楼--底商5-2室

宝坻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RNBR3A
天津宏皓达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孟凡义
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产业功
能区二号路南侧(宝平路西500
米)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T8WB68
天津市博顺通远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杜艳萍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工贸区
65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TAJH8A
天津盛世鑫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白广达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水利站
院内2-98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TWGN86 天津君耀膜科技有限公司 陈俊英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8号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TXLA6H
天津市力宏机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张洁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园区中
路2号235室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TXMQ3C
天津市巧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海艳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金和园
小区底商009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U0YP71
天津嘉辉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赵成刚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富民路
9号140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UXE99F
天津城维能源管理有限公
司

王志伟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412-B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W19R8X
天津金航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南方
天津市宝坻区新都汇广场 1-
706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W1CC45
天津泰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孙金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1号616室

宝坻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W1W54Q
天津嘉亿晟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赵晓峰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工贸区
86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6W3GP1C
天津景程盛泰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何嘉茜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商贸街
116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WQTW4B
天津梓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赵宝华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成人学
校院内431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XACQ9R
凌风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天津）有限公司

牛江涛
天津市宝坻区天宝工业园天宝
南环路8号833-7室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XC259U
伟祎达（天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崔金娜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区广阔
道15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XK4E7W
天津京通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刘彬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1号6015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

91120224MA06XPQH58
天津奕泷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

李彦雄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紫溪花
园小区经济办公楼203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XQ9Y94
天津市泽亨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熊小标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紫溪花
园小区经济办公楼202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YPBR7L
天津津源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邢伯瑜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19号

宝坻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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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MA070GQY0M
天津隆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涛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产业功
能区1-6号（凯森公司院内）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0HC815
天津和恩众旺科技有限公
司

郄超阳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小刘坡
路原灌区院内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0P5P8X
天津明悦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苑双杰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桃源印
象底商17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0QRW8U
天津睿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梅岭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206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0R2F2G
华世创怡（天津）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邓娇娇
天津市宝坻区中关村大道与西
环北路交口中关村科技城展示
中心212-5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0YGWX5
天津创源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山
天津市宝坻区王卜庄镇商贸街
18号 190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12M8XA
天津市椽承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任立环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产业功
能区3号路3-6号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14LP8H
天津段友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满朝全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望都楼
11-2-402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1FK74E
天津万盛鑫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清华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兴凯
商务楼8楼093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1GHJ6U
天津跃盛通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刘立书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488-A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1UGF5F
天津宸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杨占松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1号3054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1X9G7D
天津沿海兴业科技有限公
司

张宝栋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办事处
综合执法大队院内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1YB87P
天津市兴恒达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军凯
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产业功
能区6号路6-6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24670G
天津瑞泰天成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刘贺明
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产业功能
区2号路30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27YR01
天津恒兴鼎盛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王安恒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宝鑫景
苑青藤园9-3-302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288Y50
天津鑫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苏建峰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到广场道
19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28U15X
天津翰飞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庆军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63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2DHC6P
天津京津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曹焕赢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423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2GTR3L
金旺达（天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汪树伟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670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2H0K45
天津卓联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守德
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总部基
地1013室（津围公路82公里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2HMR19
天津汇城合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庆武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67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2L2P9R
中舜（天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庞文娟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
园办公大楼2楼2011室

宝坻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2P9268
天津胜建炜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建功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欢喜庄
园3号路1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2PT15L
天津博鑫海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娜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1号方盛商务楼A座501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34U44Q
天津华御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郭立彬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148A号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标准要求
注册建造师人数不少于3人，当前人
数1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35NXXT
天津神州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张晓艳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大来路
1号-1（凯森公司院内）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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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MA073DMC3W
天津铭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德良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208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3E7D98
天津康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继香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大酒店南侧
（钰华街道综合执法大队院内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3PNN22
天津宏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明星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33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3R0030
天津宇旭星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吕世兴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闫各庄
村路东7排12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3T7G4J
天津迈仕达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庞浩楠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闫各庄
村路东7排12号

宝坻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46RB3P 天津金亿通钢结构有限公 陈灿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振营路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47QA12
天津宝拓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王树彩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钰鑫园
底商6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4BKL46
天津江远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米永剑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工贸区
161号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4E8JXQ
天津睿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海涛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539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4GUR0G
天津弘旭水利工程有限公
司

毕梦迪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产业功
能区北桥主路北侧西段

宝坻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4QCN02
天津元亨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马程浩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富民路
9号234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4THC0J
天津腾誉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吕浩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东马各
庄村西区8排11号

宝坻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51J47Q
天津嘉合顺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张立永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49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59GN5K
联创（天津）国际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胡晓燕
天津市宝坻区西环北路与唐通
公路交口中关村科技城协同发
展中心3号楼257-9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5FJ7X5
天津永鑫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杨洪宇
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政府街
1号102-7D室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5FWC3J
天津鑫聚金源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刘艳艳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嘉兴园
商业312

宝坻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5H0D33
天津旺潮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小辉
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产业功
能区二号路南侧天宇楼1003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5UH860
天津亨帅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刘春生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1号3038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5W1N2E
天津维纳博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李佳仁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潮阳
东路8号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5XWD0F
天津中基鑫能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董花玲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政府西
侧经济发展中心院内4-1-1101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69KQ0Y
天津锦晟天成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曹玉华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园区中
路2号302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6N164G
天津隆盛鼎鑫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龙钢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天宝
南环路8号833-9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6R560G
天津升品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高际家
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街道东城北
路与北环路交口商务楼2楼122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6WPF55
天津垦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鲁双庆
天津宝坻经济开发区九园黄庄
分园1号路520号

宝坻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6X778J
天津东滨水利工程有限公
司

刘广亮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工业园区潮
阳东路1号3050室

宝坻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75BT2L
天津文涛水利工程有限公
司

田少帅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26号

宝坻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7CP2X6
天津小亮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玉双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产业功
能区1号-70号(凯森公司院内)

宝坻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7FU2XJ
天津大美倾城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邳春辉
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西侧经
济发展中心院内4-1-1113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7KC53W
天津市华昊盛世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李永乐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唐泉尚
苑7号楼1单元104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7R2WXP 天津恒煜建设有限公司 田学礼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办事处
综合执法大队院内103室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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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4MA077TBL26
天津源冀诚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李英
天津市宝坻区西环北路与唐通
公路交口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协
同发展中心3号楼263-20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812A42
天津昌灏建筑劳务分包有
限公司

韩振岗
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兴凯
商务楼8楼139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8H6J7X
天津市达然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潘淑兰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鑫泰商
务楼一号楼615-B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8K896B
天津市燕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施春扣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产业功
能区大来路6号-12（翌晨公司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8K8H14
中为实业（天津）有限公
司

陈明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产业功
能园区大来路26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8LNA2N
天津市博彬特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薛凌冬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广场道
104号

宝坻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9HDE66
天津富城兴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

多森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三号路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B4653D
天津通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全国
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水源路
一号方盛商务楼A座1018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BE6R01
天津百年佳景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朱亚娜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闫各庄
村路东9排8号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7BE765J
天津华跃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谢海振 天津市宝坻区津围路东侧48号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C9KA25
天津市三合丰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赵爱
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产业功
能区二号路南侧天宇楼1-275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CQL623
中能本源（天津）新能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蓝文
天津市宝坻经济开发区九园黄
庄分园2号路东39号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F24C4W
天津智尚伟业弱电工程有
限公司

高丽娜
天津市宝坻区郝各庄镇富民路
9号366室

宝坻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H9115M
天津华艺宝鼎装饰有限公
司

韩月华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3号路南侧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J9570T
天津移联电信工程有限公
司

张波
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石臼村
物回园区8区1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7HLWDL1N
天津宏鑫远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杨将帅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光明道
56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7JPM7P22
天津中竣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鲁建光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350室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7KUG8R7N
中恒通（天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邓宪
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工业园区
一号路97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BM7UXH65
天津安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姚志峰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镇天宝路
5号361室

宝坻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BRBFPYXA
天津翼星宸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冬蕾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园区中
路2号411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C2KYPM1F
天津壬寅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张继宗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35号702室（天津津滨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托管第105号）

宝坻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566122496H
天津翠屏湖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淑凤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办事处
综合执法大队院内101室

宝坻区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578329355T
天津市万益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孙丽
天津市宝坻区潮阳街道紫溪花
园小区经济办公楼201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91120225MA05KJ2R61 天津合创安科技有限公司 刘文明
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环城南
路西段三十号3楼C区42室

宝坻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MA069EDE7F
天津胜禹水利工程有限公
司

王明杰
天津市宝坻区大唐庄镇园区中
路2号325室

宝坻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HR2L38
天津金铂昊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庆国
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芮家庄
村村委会西20米

宝坻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输变电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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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5MA070M222L
天津浩达永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张涛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进京路
28号55室

宝坻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1HF43E
天津宇德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卢树春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九园公
路南侧新城投资公司办公楼

宝坻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3KHY09
中尧（天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杨国军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钰华大
酒店南侧（钰华街道办事处综
合执法大队院内006室）

宝坻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