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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0000007725
天津市金百特机电安装
有限公司

刘云臣
东丽区新立街道西杨场
村三纬路6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110000034880
天津市中巨源彩钢钢构
有限公司

丁立泉
天津滨海机场三号路开
发大院内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110000042173
天津市三建精通空调制
冷工程有限公司

魏秀海
东丽区跃进路13号（三
建商品混凝土分公司院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110000098675
天津市凯豪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魏秀海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路
三建安装分公司院内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110000169396
天津华昌泰兴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张若飞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十号桥招商大厦A区
2280-091房间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000300601051K
天津林泉世纪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冯熠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工业
园区华丰路6号A座3号
楼B6015室

东丽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91120000730380471Y 天津宏瑞集团有限公司 张杰
东丽区跃进路30号创业
发展中心写字楼5层520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101300423152Q
天津瑞驰捷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孙继忠
天津市东丽区中国北方
五金城D15-35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20552620329
天津点格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朱绪才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恒
大绿洲馨园14-1-100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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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02586448418N
天津瑞龙腾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张云龙
天津市东丽区新世嘉大
厦5#303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02MA05MTHC7M
天津市一本生生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李玉
天津市东丽区昆仑路与
满江道交口溪水湾花园
8-1-2103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02MA05RJ6E32
天津市盛隆通达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李维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雪
莲路16号B6-8-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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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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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2MA05XD71XM
天津拱辰天达科技有限
公司

陈旭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道朗钜天域津泽兰湾
35-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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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2MA06BLTM4J
天津淞元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张国霞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E
座1-2108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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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2MA06CUQ80P
中骅（天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杜世鹏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296室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
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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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2MA07AFGG12
天津冠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杨晓慧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外环东路3699号滨航腾
云创意园A区1337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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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3058717725L
天津众兴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辜国平
天津市东丽区海莲道与
登州南路交口处西南侧
怡港中心1,2-2#-1-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033221714867
平川装饰设计(天津)有
限公司

(CHO KWANGHYUN)
曹光铉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 6号
E座1-2092室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3MA05K32B1M
天津锦诚鑫达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吴锦伟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润
园9号楼90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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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03MA069F2K9J
天津庆远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王亮
天津市东丽区蓝庭轩1-
1-101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东丽区责令限期整改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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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3MA06C90L4L 津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杨鑫波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津塘公路与外环线交
口万科民和巷花园48号
楼203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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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530076845X2
天津市铭旭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张训安
天津市东丽区溪堤颂园
33-1-302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5666140341F
天津宇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李小焕
天津市东丽区新世嘉大
厦5#404-02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105673734172E
天津滨海凌大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许超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大道
22号5楼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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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57005898133
天津市富来达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庞鹏飞
天津市东丽区外环东路
3699号C区472室

东丽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5MA06BC638C
天津市创新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吕艳杰
天津市东丽区溪水河畔
花园34-1-2603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05MA06H3TD49
天津颉泰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王建国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雪
莲路16号京津国际文化
创意产业园A5-1栋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06732795806C
天津市润洲空间网架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秀文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家园
翔园12-3-60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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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520648232
天津泰义盈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杨明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407号3102房间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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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52071417Q
天津美兰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艾小林
天津市东丽区成林道与
登州路交口万新香邑广
场招商中心大楼5楼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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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5527544XL
天津旭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法顺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5032-50
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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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58714831D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
公司

任云英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弘
泰道12号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64024431M
天津市天佑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庆坤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公路
3699号D16-23第二层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06688331XW
天津泽豪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

杜洪超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道大安村二区48号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66889287M
天津市金蚂蚁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童俊锋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天安象屿智慧
港4号楼5层5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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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66894334G
天津津荣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琚建玮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工
业园区腾飞路3号B座2
层105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069854039J
天津市斌恒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刘社希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津塘公路33号6楼608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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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建筑幕墙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0698595771
天津市恒鹏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秘光衡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南
环路(停车场)13号一楼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69860455R
天津捷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超
东丽区津汉公路北金地
企业总部D区9-2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698769911
天津市星发祥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闫巧辉
天津市东丽区津汉公路
28公里处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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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069883702H
天津鑫盛德隆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朱义有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海
颂园33-100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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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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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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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69896706B
天津市奥美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吴晓龙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3006-23

东丽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073100993G
天津鸿安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张军领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矽
谷港湾D区D3区2号楼1
门1001室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073106260P
丰荣(天津)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闵保永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丽北
路5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073126974C
天津市锦鹏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贾高鹏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8
号305B1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073132012P
天津天荣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陈鸣超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产业
园区亿达路3号-105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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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75937180K
天津基旭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张兆富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3006-3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865780727
天津康富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黄胜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工业
园吉富路1号A区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091552651C
天津市森达金鼎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魏前进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外
环线与金钟路交口河兴
庄村南金钟商会楼宇总
部763号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093569617H
天津市润泽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代志美
天津市东丽区利津路以
东榕洋金城大厦A座3层
30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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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9361211XJ
天津明亚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李珍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荷
月里16号楼111门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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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936739917
天津天创伟业科技有限
公司

田为利
天津市东丽区蓝庭轩3
号楼608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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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09374848X0
天津津洹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刘鸿宇
天津市东丽区雪莲东里
21-1号底商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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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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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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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1037552389
天津市凯志特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李文智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政
府旁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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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1037733999
天津飞虹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

吴玉朋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先锋东路303号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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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103774172D
天津市军粮城建筑工程
公司

吕连明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大
街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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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103782471L
天津市军电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郭世杰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发
电厂内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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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00331979M
天津中天星美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郝明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丰年村丰安路15号-1
门462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003355159
天津市龙腾东方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高峰
天津市东丽区新桂路与
运智道交口处东南侧蓝
庭公寓7号楼-110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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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3003823540
天津博倍机电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韩立平
天津市东丽区蓝庭公寓
15号楼602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3004087886
天津赫良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张良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道
中心庄村三区27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300434513E
天津市津河伟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郭新祥
天津市东丽区外环东路
3699号滨航腾云创意园
A区1275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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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004345219 天津中天建筑有限公司 朱柱山
天津市东丽区欣怡别院
兰雅苑9-2-101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300482523P
天津启泽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赵宗泽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4054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300537694P
天津正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董政起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3849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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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005720438
天津金博达科技有限公
司

郑大娟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择
月里10号楼3门5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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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00617563Y
天津领海伟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李德海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兴路15号
A座103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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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00753311W
天津靓美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汪诗亮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新中村闽中路40号-2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00779183R
天津容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张云龙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
路14号3楼383房间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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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00783254U
天津天智华研电力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茹茹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十号桥招商大厦A区
2280-346房间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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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328576732E
天津文林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夏代林

天津市东丽区津汉公路
13999号综合实训楼三
楼沃土孵化器办公B区
B-11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28585524Q
天津市中辰伟业机电设
备安装有限公司

徐孟东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大毕庄村东金钟公路以
南金钟科技园B区8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328618007M
天津津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吴东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金钟公路3699号G12-
213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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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286203429
天津德成伟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孟令亮
天津市东丽区丽华教师
公寓内平房13-14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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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28622540W
天津市煊赫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李海滨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中国北方五金城G1-304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286291445
天津宏都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王金宝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小
东庄村2区5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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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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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3286657436
天津市东为地坪科技有
限公司

刘升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丽新
路2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28694819B
天津裕东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刘玉东
天津市东丽区南程林村
外环支路南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340880366X
天津市丰泽永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魏泽健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家园
旭园25-1-101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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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40923813M
天津天大上承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张斌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3215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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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40943793P
天津市兴邦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杜帅君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2100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40997230F
天津中凝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吕丽陶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公路
3699号D9-103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41029610B
天津锦世翔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曹月彩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工业
园区华兴路15号A座318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34105244XH
天津顺合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唐家强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蓝庭中心6-2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3410525978
天津市鑫铭宇旺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刘桂珍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于
明庄村十三区后街南11
条9号增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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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41053960D
天津汉源铁科地基基础
有限公司

陈虎鹏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程
新道翠海佳园18-1001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351529934R
天津市合一天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杨晓辉
天津市东丽区利津路C
区-57号32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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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51558276C
天津鼎盛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张麟
天津市东丽区李明庄春
华苑1号楼4门303-304
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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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352886685P
天津秋红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

朱小红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3294室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53435813A
天津市宝兴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徐宝昌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东丽大道与湖滨路交口
处东南侧善水苑26-1-
103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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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53436007F
天津丽泰吊装服务有限
公司

刘景海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和顺家园2区1号楼202
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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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5344236XM
天津市鑫航市政道路工
程有限公司

姜群
天津市东丽区招远路9
号增14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56503850L
天津奕亨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李婉婧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道
小东庄村东羽小学东侧
9区93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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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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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56509427U
天津津新启泰科技有限
公司

张新影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4177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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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565121081
天津市玉鸿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沈文辉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大毕庄村金钟新城55号
楼2门102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5652546XN
天津聚方钢结构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闫金涛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
8899号前103室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556539618G
天津市亚林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邹长巍
天津市东丽区詹滨里
12#3-303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59497804E
天津桦岳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何武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明大道20
号B座524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562658170M
天津博元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

徐博鸣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路3
号32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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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62690840F
天津鑫裕坤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宋广春
天津市东丽区津滨大道
与天山南路交口万新招
商中心大楼5楼5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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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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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566115501F
天津市恒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刘召辉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新乡路9号-106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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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661233689
天津国大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魏安强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景
荟路1号东丽湖总部经
济大楼2层203-6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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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66136556T
天津春雨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黄福林
天津市东丽区新世嘉大
厦5#512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693085870
天津腾鸿达网络工程有
限公司

王开保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嘉
德大厦B座11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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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69338401N
天津鑫磊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徐康兴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6
栋3层303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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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72316406Y
天津好为节能环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王好为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滨海临空企
业总部D区20-2-101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572328079Y
天津市中峰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张博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
五纬路56号-1院内5#B
座厂房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72342700P
天津市鑫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康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工业
园区华丰路6号A座1号
楼7310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7510293XE
中云（天津）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刘君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外环东路3699号滨航腾
云创意园A区1088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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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57510525XE
天津市博观通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宋瑞达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蓝
庭公寓6-108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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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7513144X3
天津恒安天泽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刘宪春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华
侨城聆水苑23-2-202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783161832 天津志泰广告有限公司 张广志
东丽区金钟街道徐庄村
二煤气旁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783175579
天津伟晟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南雪伟
天津市东丽区凯达道5
号新楼109室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578320764H
辉峰(天津)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刘长和

天津市东丽区旌智道与
龙廷路交口处西南侧鼎
晟香榭商业中心1#-2-
401-9层9006、9007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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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78324917X
天津新滨工程技术检测
有限公司

许琨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十号桥招商大厦A区
2284-101室

东丽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8131682XT
天津科安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阎宝莹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金
河家园小区19号底商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83253834H
天津洪树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程飞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
二纬路9号财智大厦10-
30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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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83282256P
天津奋腾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

刘淑娟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工
业园区丽兴园楼宇总部
S-215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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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83283515Q
天津华明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华专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
二纬路9号财智大厦10-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89754170T
天津市鼎益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拱俊岭
东丽区新立街道新乡路
10号108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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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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589771050W
天津市生茂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

 曹其瑞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和顺家园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897923453
天津市多美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

孟庆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二纬
路9号财智大厦312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89795749U
天津信发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朱洪霞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公路
3699号C2-12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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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592910859C
天津市沃林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

郭文杰
东丽区万新街道南程林
村新西区5排19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9294301XM
天津市昌源电气工程安
装有限公司

潘娜丽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246号A102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596107844T
天津市安盛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冯杏云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407号3080房间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96124345B
天津达璞瑞科技有限公
司

于会鹏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与
利津路交口处的汇城广
场24层2403-2404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96126877F
天津市津城建设有限公
司

庞学达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新中村闽中路东侧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596147395M
天津柏意达建筑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吴志远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南孙庄村村北100米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598715093L
天津城宇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李广洪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万新街）服务滨海
委5028-51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98715333F
天津君意达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沈晓琴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大道
22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6008677915
天津世纪达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颜家棋
天津市东丽区天合家园
5#401

东丽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660300877R
超澜（天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赵建超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崔
家码头村8排20号A区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660317556X
天津欧润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欧阳明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新
兴村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6603189973
天津市一道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许跃平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工业
园圣发道16号院内办公
楼206室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6603273166
天津龙利达搬运有限公
司

唐军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十号桥招商大厦A区
2280-228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660335009N
天津合嘉市政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刘洪文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李
明庄村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663052434M
天津市创辉万兴太阳能
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陈玉新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公路
3699号E区13－119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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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663093957K 天津施德科技有限公司 胡丽敏
天津市东丽区卫国道
204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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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668817782E
天津市利众电力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蔡雨红
天津市东丽区丽新公寓
2门401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6688219334
天津海纳创业市政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

高宝辉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E
座1-4295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668839578J
天津新发伟工程有限公
司

刘新勇
东丽区军粮城镇东杨台
村五区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6714811596
天津民安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

郭学军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南
坨村津赤路3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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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6714880782
天津市金诺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张红星
东丽区军粮城镇北旺村
四区八排十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67372234XB
天津市天丽伟业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

刘玉友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聚贤里16号楼2门30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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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67595737XB
天津市雅利达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李玉强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花园
博才里4号楼7门20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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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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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6759962564
天津市东信农业设施工
程有限公司

郑建军
天津市东丽区赤欢路
6901号2-1-10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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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6818732529
天津保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保钢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无
瑕宿舍2号楼2门101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681873295N
天津市金捷光明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储志喜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华
明大道北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6847270159
天津市世纪恒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刘晓方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三经
路6号

东丽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6847325511
天津市洁仕达机电设备
销售有限公司

曲亭亭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跃
进路东津赤路南侧9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687733963Q
天津迪赛尔特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

季琛筑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中河村六区一排十三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690664356H
天津市海腾通信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黄超
东丽区圣发道16号208
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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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690684453D
天津滨海宝众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尹晓军
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景湖
苑14号楼108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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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694091022U 顺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德明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道华纳景湖花园（景湖
科技园1号楼）1-401-
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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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6974461167
天津广德机电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王永锁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
镇景湖苑14号楼325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7182679431
天津市金环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谢玉洁
天津市东丽区天津军粮
城工业园区滨城楼宇总
部A座255室

东丽区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724464732A
天津市恒越机电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于成娟
东丽区无瑕街官房村园
月里6-2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725728891Y
天津市吉友建筑安装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翟加友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聚
贤里5号楼2门102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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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725742546C
天津市昌特净化工程有
限公司

常宗湧
天津市东丽区大毕庄工
业区电解铜厂南路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7274920344
天津市东丽区海龙水利
工程有限公司

吕树海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三经
路

东丽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727496190G
天津市龙佳市政工程服
务有限公司

刘文军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矽
谷港湾D2-8-1号

东丽区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公
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7275072592
天津市倍欧丁结构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

许孝龙
东丽区跃进路与茅山道
交口西北侧跃丽大厦1-
1-404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74135640XF
天津东丽湖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王瑞红
天津市东丽区旅游局培
训中心内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746654772C
天津市福兴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孙克美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欢
坨村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746690896J
天津澳德添加剂制造有
限公司

郭永明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南硫酸厂院内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75810345XG 天津玉泰实业有限公司 吕树华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
路与三纬路交口处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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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758109050B
天津时代装饰装修有限
公司

杨振荣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路嘉
德大厦B-601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76762373XP
天津市欧盛工贸有限公
司

从成翔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
三合庄村口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767636362X
天津市拓达伟业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

曹梦琳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兴路15号
A座10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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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7706161868
天津市亚平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

高学明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
路41号B座105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777348292U
天津市盛瑞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王瑞松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李
明庄村

东丽区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7803161523
天津市炳榕电力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范金盛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十号桥招商大厦A区
2284-104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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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780337770P
天津东方时代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魏东鸿
天津市东丽区成林道与
登州路交口万新香邑广
场招商中心大楼5楼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7972553332
天津贝乐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贾晓文
天津市东丽区国际轻工
商贸城B区2-304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JAPL3B
天津市天顺通达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高红亮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新
兴村津北公路五矿钢材
中心大院1排3号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JCW44Q
天津环维科创科技有限
公司

汪朝胜
天津市东丽区詹滨西里
22#2-304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JMPW6C
天津市德润绿化园艺工
程有限公司

马迎春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驯
海路警报器材厂院内8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JWRJX7
天津嘉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徐文彬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E
座1-4127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K46U5L
天津市世纪鹏程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陆星涛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北旺村长庚金属机械制
造公司院内东侧10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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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5KGCD75
天津万润华夏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

刘广胜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工业
园 A11单元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KHDJ51
天津俊来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胡玉来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
新世嘉大厦5#519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KJ2M5W
天津合创机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邵同习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
路9号财智大厦804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KJUW52
天津润鸿机电安装有限
公司

孟美玲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东丽大道以南、丽湖以
北寄湖苑27-1-30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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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KNPA4J
天津世纪鲁班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杨景林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金地企业总
部D区18号楼1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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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KQWM5U
天津中建安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郭长义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金
隅悦城雅悦园7-2-701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KU7H69
天津瑞源建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崔四民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蓝
海苑4号楼2门502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L0ER6X
天津瑞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杨万欣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大
郑村9区22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L3EY19
天津市斌陆达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于君龙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雪
山路东嘉春园42号楼1
层101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L9AW6B
天津聚信源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

卢道涵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慈
园4号楼2门1202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LEL83A
天津中天伟业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王文明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金钟公路3699号E9-
203-1室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LHLD22
天津顶颉宏观机电设备
安装有限公司

王春成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
路6号水务局后院3楼
30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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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5LJ2U6X
天津丰天马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

常树祥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二纬
路22号东谷园6座3层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LJE079
天津圣贤齐科技有限公
司

何艳利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航空
商务区空港国际总部基
地B2号楼5楼503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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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5LMKB3A
天津市万新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孙树元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津
滨大道179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M0JU8L
天津鑫彬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刘富彬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合
兴路新兴工业园增2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MMFJ2F
天津市润泉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韩忠泉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务
本三村砖瓦厂院内3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N5N31Q
天津鲁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石志刚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新桂路与旌智道交口处
东南侧蓝庭广场5-617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N8391Q
天津安盛佳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黄楠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津
北公路北大辛兴华基建
队1号楼1层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NBPL81
天津市海中天环境治理
有限公司

常继海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金地企业总
部B区16号楼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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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MA05NC4L79
天津市豪盛伟业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单金花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龙
城里5#2-401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NK159H
天津格林文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王利莉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文韵书香中心1号楼5层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NWBK8N
贝斯盾（天津）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霍红千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道
港城温泉花园13门314-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P13K3E
天津市盛世唐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尹兰会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大道
与丽湖环路交口东南侧
华侨城沁水苑17-3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P2M113
天津汇强水利工程有限
公司

张苗苗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李
明庄村二区学校大街南
1条5号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P7A51W
宇众汇展（天津）展览
有限公司

刘根录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便
民服务中心C区金钟街
楼宇招商中心247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P7C97Y
云宗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

蒋玖平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弘程道15号
716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PB3J2J
天津南洋顺和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马新珍
天津市东丽区成林道
321号银河装饰城B区3
排12、13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PD6K5C
天津市腾宇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贺希锋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溪
堤颂园52-3-902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5PXL362
天津市旭宇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郝兆文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
范镇军宏园11号楼1901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RQFB56
天津泽万自动化装备有
限公司

范昌炜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
二纬路北、丽新路西6
号院内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RT534G
天津航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郭纯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无
瑕花园春霞里5号楼-3-
90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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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5RT833E
天津亿盈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华锁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春
华苑8号楼1门301号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RXA53H
天津美天水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戈澄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五纬
路58号新濠公寓A座415
室B区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TLPH5L
天津盛浩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周强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9-
1.2-101B04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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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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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5UEQQ1H
天津凯诺节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王东旭
天津东丽区金钟街道昆
仑路与满江道交口溪水
河畔花园1-1-904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5UQCP77
中辰建业（天津）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

刘婷婷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矽谷港湾D区D2-7-1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8PQR00
天津鸿瑞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张鑫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津塘公路697号昊雄钢
贸大厦C区3号楼0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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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9B7C4F
天津巍和安防工程有限
公司

刘曦光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德盈里20号楼304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9H4X38
天津市天佑中鹏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

任雅楠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腾飞路中翔大厦西门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9JNY86
兴华泰科（天津）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王生贵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金钟公路3699号C18-
20-3室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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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9MMNXY
天津天泽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刘文军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矽谷港湾D-8-1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9ULU26
天津永彤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何耀伟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6
号3227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A7L778
天津市君鑫达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孙惠喜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南
孙庄东区一排1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AFN98J
天津中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秦月龙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工
业园区腾飞路3号A座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AMG84E
天津海外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杨薇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3
号305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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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AYL468
天津金胜鑫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王家彬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道军秀园4-1304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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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MA06AYTM4M
天津广原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

欧阳宝柱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品香苑11#-2-1401-1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BANN47
天津中州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李见华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成林道211号银河装饰
城门脸房东侧46号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BH236T 天津津湖数据有限公司 张玉俊

天津市东丽区广轩道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B区B2
号楼昆仑VR产业谷四楼
4F01-07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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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BKFP7T
天津中裕金地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孙霞
天津东丽区新立街道津
塘公路427号红星美凯
龙三层C8127-C8128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BLWP8Y
天津恒欣旺金属门窗有
限公司

徐秀娟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十三顷村2区6排60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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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BUJ72M
天津津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闫富才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六号桥东侧家通汽车服
务公司院内3号平房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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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BW2M2G 天津洪亮运输有限公司 贾宗睿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四合
财富广场A区7楼702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C54A9P
天津远景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韩振江
天津市东丽区香港花园
东道12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CA1YXD
天津悦玘瑞热力能源有
限公司

孙莹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驯
海路新立村粮库对过59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CRHXXK
天津晟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孟庆海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茗
润轩12-1-1004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D6NF92
天津承垣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周雪梅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
范镇冬梅轩8号楼1402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DB8550
天津灏嘉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张维
天津市东丽区开发区财
智大厦308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DG5N7T
远铭速维（天津）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李楠
天津东丽区华明高新技
术产业园EOD总部港C11

东丽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DYQ440
天津市鑫明瑞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叶文明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万隆花园小区1区1号楼
9门505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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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E0NH41
天津市龙琳琪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王立强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金
钟公路3699号G区-1-
513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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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EH4HX3
天津涵海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义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和顺园二区3号楼1门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ERGE90
天津瑞盛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缑瑞杰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津
塘公路北建材仓库南东
丽建材厂院内办公楼一
层A区8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ETB24Y
天津神采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王菲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金地企业总
部A区A座655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EU289Q
天津鸿达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林仲远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E
座1-4253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EWXF9G 天津靖东运输有限公司 付建勇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道和顺家园四区11号楼
3门301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F4E474
华蕴（天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陈述东
天津市东丽区跃进北路
与惠山道交口处西北侧
雅香大厦2#-2-1-605

东丽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FKF71N
天津佳昕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李祖国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广福家园1-60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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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FU8G8P
天津晟垣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滑红庆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雪
莲北里3-1203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FXTA0D
天津中跃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史增志
天津市东丽万新街嘉春
园26-1-15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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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G6G75J
天津市宏材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柯彬彬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雪
莲路16号B3-1-2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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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G72E6L
天津鸿通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王丽源
天津市东丽区新桂路与
运智道交口处东南侧蓝
庭中心6-4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G9GP09
天津市豪旗消防科技有
限公司

刘贵香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大毕庄村委会南侧三层
办公房A11-06号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GG6A3Y
天津一诺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吴保建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一
期四号楼八层04室72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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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GL0N5C
天津森燚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宫秋雨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金
钟新市镇轩和里2号楼
1401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GT64XH
天津裕隆泰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李术力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一
期4号楼5层05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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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GX6B8D
天津腾裕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平盈路8
号服务滨海委3036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HADB5A
创拓(天津)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王勇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金
隅悦城嘉悦园17-1-
901(存在多址信息)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J6J623
众泰建安（天津）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

王菲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
道新世嘉大厦5-1312

东丽区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J8B32N
天津市四合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帅佳
天津市东丽区津汉公路
北侧华明新家园天欣颐
园62-4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J9EBXT
天津金鼎机械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张强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杨
北路建材城A区东19排
1-1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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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JC5K48
天津林昂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旺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道和顺园2区1号楼3门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K2453G
天津隆鑫通达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杨子亮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福
煦广场16号楼1门528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K7C23Y
天津市奥硕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常新勇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海
山道秀悦园3号楼1门
302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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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KHNN2H
天津晟利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梅静伊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道东金线恒大绿洲北区
绿洲馨园4-2-1001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KPJU6P
民安建设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董云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5楼
5319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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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KRLK2W
 天津宸辉防水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张留杰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香邑花园5-1-1101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LC3B9K
中兴津盛（天津）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黄冬林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道
港城温泉花园13门360-
E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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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人

91120110MA06P5FC64
尚德基础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冯浩
天津市东丽区外环东路
3699号东丽创意产业园
B座三层B304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PF9A9H
源岳（天津）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秦梓倍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
道新世嘉大厦5#717室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PHG66A
天津市禹祜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闫冬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驯海路丽明纺织制造公
司院内办公楼222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PUTG6M
天津市九楹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涛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招商总部大楼2门3楼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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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MA06Q3E524 天津沐臣科技有限公司 焦强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鹏
展道与景萃路交口处东
南侧花雨轩38#-2-502

东丽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Q5RY8D
天津弘泽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闫焕文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无瑕花园滨瑕里4#4-
303-304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QRDX00
天津华能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崔贤明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一
期A1楼4层40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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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R46Y7Y
雨金（天津）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庞茂兰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5楼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R545X5
天津中拓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付超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道
港城温泉花园13门1142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RDKR38 天津天予建设有限公司 陈康会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丽东
苑9号楼1单元701室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RE7L49
辉祥（天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毛智军
天津市东丽区成林道与
登州路交口万新香邑广
场招商中心大楼2楼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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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RMC06R
天津和远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陈春芳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338号院内二楼内101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RPH73J
天津广汇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刘其月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慧
谷园2号楼405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T9C283
天津磐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原有亮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李台道与富贵路交口处
东北侧冬梅轩3号楼-1-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TFGF6C
天津金诺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胡奎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金钟新市镇轩和里1-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U40158
天津华恒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王文光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贵
环花园5-1-602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U55954
天津成阳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海堂
东丽区驯海路西海星道
13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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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U87G36
天津普莱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石忠海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道万科城月映苑34-5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W1739G
天津隆诚众邦科技有限
公司

孙贵斌
 天津市东丽区招远路
津门里12号楼4门2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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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W5B94T
天津锐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庆川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外环线南侧、昆仑路东
侧矽谷港湾D区D3区8号
楼-1-70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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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WB4E7W
天津昂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王昂昂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映
春路与弘顺道交口处西
北侧星港湾12号楼2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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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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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WYA898
泛在电力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林森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22号美华建设楼4楼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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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X97A3N
天津祥能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王家祥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EOD总部港C
区20号楼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XFBC1L
天津邺都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杨静静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4楼
4138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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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XGR16F
伟铎（天津）智能控制
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商丽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E
座1号楼406室

东丽区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91120110MA06XJMY2Q
天津当代东方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霍李红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新立花园金水里6#3-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XPJW3W
天津市邦得利保温防水
工程有限公司

王汝聪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新市
镇德益里1号楼1002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6XPQ221
天津丽湖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

于克辉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道万科城碧溪苑31-1-
20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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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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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MA06Y0L95C
天津国荣建安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张江波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
镇祥云路与弘贯东道交
口处东北侧雪优花园
25-1-1203-1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Y69441
天津电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友才
天津市东丽区蓝天花园
15#4-10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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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Y6AG9J
中盛鸿基（天津）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周正友
天津市东丽区广轩道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B区2号
楼2-2127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YLJJ1E
天津新发三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高兴伟
天津市东丽区欣怡别院
格兰苑6-2-602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6YP0E0N
中骏建设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朱雪梅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二纬
路9号财智大厦609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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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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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YX4A54
天津津大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石文平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规划沙柳路与规划程永
道交口处东北侧畅悦华
庭12号楼-1-601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0KDQ3H
天津市东丽区宏昌燊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

刘克思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4楼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0RKX47
天津市丽湖园林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

魏静超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4-
1,2,3-1003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0X9E5Y
天津艺能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郭佳佳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蓝庭公寓7号楼716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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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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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1R5K8H
天津鼎和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孟瑶
天津市东丽区弘程东道
与祥云路交口西南侧唐
雅苑85#-1-402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23JM3N
天津永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魏永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贵环花园5#2-201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2B5145
天津市灏程津汇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曹成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金泰丽湾嘉园5-1-801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2LRX3H
天津市京畿建设有限公
司

郝筱丹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道
龙城里7-11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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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2LT73G
天津兆亿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周英君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李台道与富贵路交口处
东北侧冬梅轩3号楼-1-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2PQB8E
天津富通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段化新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5楼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2PWA84
天津垣森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小伟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外环东路3699号滨航腾
云创意园A区1040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2RRXX6
天津畅海壹嘉工程有限
公司

郑海琴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翠海佳园4#-903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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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2X5J1F
天津华夏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

何庆华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纬
路24号东谷中心4-1,2-
107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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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326P8L
天津市津楚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陆彦飞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时代
广场C座五层565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377N1P
天津正东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韩振明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津塘公路南四号桥东龙
宾科技产业园4#230-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39FA17
品浓（天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么德成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景湖苑1号楼5门101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3BNX6G
天津鸿洋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刘鸿敬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登州路香邑国际29-2-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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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MA073D312R
天津卓旭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翼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4-
1,2,3-1202-B区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3DC79Q
弘博（天津）铁路工程
有限公司

马天楠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帝达
东谷国际东谷中心1号
楼909室（天津茂鑫商
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

东丽区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3FXL2F 企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郭良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景
欣苑23#1-501-502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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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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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

91120110MA0744NX29
中基国建（天津）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曾波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纬
路24号东谷中心1号楼
901-22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47F85T
天津晟昌宏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郝信
天津市东丽区程林庄工
业区雪莲路西16号F6号
8112-12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48RGXD
天津卓旭智能化工程有
限公司

刘树鑫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4-
1，2，3-1202-D区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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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4GHM7T
盈信（天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郭秀爱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纬
路24号东谷中心1号楼
902-2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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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4GXW0G
天津世纪嘉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张威
天津市东丽区翠海佳园
15-906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4L5A65
天津恒升丰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田磊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352号2楼东侧房间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4W5E9C
碧海蓝天（天津）科技
有限公司

张志鑫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
外环东路3699号滨航腾
云创意园A区107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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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50U87A
天津乾元伟业市政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

李江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
新市镇昱和里5号楼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52B06J
中宏建筑装修工程（天
津）有限公司

朱孟炯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程春里3#3-201-202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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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52KA57
天津市华夏诚盛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伟
天津市东丽区小东庄村
津塘公路北侧东方红化
工厂东侧办公用房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53X174
天津泰鑫盛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杨皓杰
天津市东丽区园月里
5#3门101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5LQ110
天津创鑫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

林志雄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6
号3223室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5LY47P
天津德邻鸿运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盖立霞
天津市东丽区昆仑路与
满江道交口溪水河畔花
园46号楼1门2505号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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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5NR72D
天津聚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厚超
天津市东丽区广轩道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B区4号
楼4203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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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6CDR2B
中海建业（天津）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高晓瑞
天津市东丽区广轩道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B区4号
楼3123室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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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MA076H1C7D
龙兴川泽（天津）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陈啟和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成
林道荟臻里5号楼2门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6JUF1Q
天津市堃垚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冯锁链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龙
祥里5号楼2门60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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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6T1YX5
天津市宏远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韩学良
天津市东丽区泰兴里
20#-3-301-302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6YMW0P
天津亚鑫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张鑫儒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昆
仑路与满江道交口溪水
湾花园8-1-1805-B09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73LQ65
华天建设（天津）有限
公司

谢坤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矽
谷港湾B区B26-27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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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7EKJ2C
天津尚荣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罗晔
天津市东丽区华新街道
华一路华新商务中心五
层A-98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7QJN10
天津闽合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陈惠蓉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北
方五金城E11-109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811X6P
天津市新晟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高明明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银河装饰城A区2排2号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8D9G0U
天城（天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胡旭东
天津市东丽区金桥工业
园金桥路2号一号办公
楼206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9CF19T
远泰建设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吴金玲
天津市东丽区蓝庭公寓
6-815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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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A9Y684
天津恒通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高文华
天津市东丽区招远路与
环宇道交口东北侧海雅
园6号楼-1-1003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AB8B9X
两航（天津）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

于琨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2
号20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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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AH856R
天津市佳易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刘静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3
号1002室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AP4E6P
天津安盛隆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蔡俊伟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五纬
路56-1号新立工业园5
号B座101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0MA07AT066E
尚泽信（天津）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于佳弘
天津市东丽区广轩道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B4号楼
三层3030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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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C13M07
天津市仕诚装修装饰有
限公司

马恒磊
天津市东丽区香港花园
香园东道12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EGC340
华业能投（天津）综合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孙斌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汇
智北道与汇智环路交口
处东南侧智空间广场一
期A4楼8层07室54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110MA07FC0598
天津锦恒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宫之柱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
胜林南苑10号楼2门304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07GAHY4C
天津中合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井宏伟
天津市东丽区华新街道
华一路华新商务中心五
层A-211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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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7J063XN
天津中天一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魏书强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华
明大道26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MA7D6EMA4Q
天津二月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纪长勇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399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7F11RT04
天津市顺瑞科技有限公
司

张洪军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427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7GEDLR0L
天津长鸿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韩云军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7HQCHX89
天津市弘运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王占彬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华
丰路6号A座2-5969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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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0MA7LB7CH30
天津中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刘苏阳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577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7LC9KQ9P
凡尔赛（天津）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郑誉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598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7N0PTA52
天津乐盟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周文志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道万科城内碧湖苑25-3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7N9YE955
天津圣邦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高彤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厚园18号楼1门202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BPH82T4R
天津市瑞华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宗文福
天津市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四纬路10号232-4
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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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BQ5H8EXK
天津同心共筑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李森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3
号3408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BT779Q06
天津嘉悦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兆丽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金
钟公路3699号A17-18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BUAUCX7C
天津中旭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陈帅
天津市东丽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四纬路10号236-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BUN78H9U 天津蓝圣建设有限公司 尹楠楠
天津市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四纬路10号235-10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0MABW8YFY64
壹成融胜机电工程（天
津）有限公司

胡成劲
天津市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四纬路10号236-15
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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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BX8TN57T
天津中燊建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孙延涛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2
号3045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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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C0GQ4458
天津津众安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刘国强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6
号二层西侧2008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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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1792502956A
天津龙业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张金成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号楼辅楼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052060240Q
天津华电天瑞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王愚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建
邦时代汇14号楼316室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25503941989
天津市擎天液压机械有
限公司

翟加元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道滨辅工业园B座-2号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562697284D
天津瑞博信德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王成
天津市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二纬路22号7-4050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697402615H
华远建业（天津）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马新华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金地企业总
部A区A座567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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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2MA05KNH28H
天津市金昌建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李红俊
天津市东丽区华新街道
华一路华新商务中心五
层A-15号

东丽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77A770N
天津秋实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群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139室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35929078442
天津宜洲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赵玉通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金地企业总
部D2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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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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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3668806610P
天津佰利信集成房屋有
限公司

王申红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810室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3MA06GDCX14
天津皖宜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石丰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善水苑26-1-102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3MA07BERY12
天津市航瑞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丁晓东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中
河村一排三号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075918633J
天津星众达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韩学习
天津市东丽区外环东路
3699号C区四楼4002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3003199457
天津市雷鸣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

陈雷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E
座1-2063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30063155X9
天津海腾祥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姚伟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四合
财富广场B座写字楼四
层东侧-03#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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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6583250262D
天津市绿洲园林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

郭凤华
天津市东丽区津汉公路
28公里处亿雄建材市场
内四号门2号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690681738W
天津市通晟达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

尚明全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
路32号323-C室

东丽区
海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海
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7925038287
天津锐马兰盾科技有限
公司

呼延军
天津市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医疗器械产业园3
号楼102、202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6WWDJ26
天津天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陈军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D1-1-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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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6XLFF8Y
天津森荣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常龙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5楼
5532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0C663B
天津市尚家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

李宁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纬
路南、七经路西1号办
公楼D8080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70FR578
天津众诚意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王国平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兴农道与丹霞路交口处
东北侧军祥园23号楼-
1-2504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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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70L4H5B
天津鑫广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

宋成林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5楼
5611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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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70PXA3H
天津众森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宋志彬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茗润轩4-1-1701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76NUQ2Q
天津市泰合盛设备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高贤国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3
号312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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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77YDP1N
中津基业（天津）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李冉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区低碳产业园C1栋205A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8LDL9U
天津市乐菱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田纯
天津市东丽区昆仑路与
满江道交口溪水河畔花
园47-1-1115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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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78MKC27
中景城投（天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胡爱民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3
号3093室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8TT51Q
华彩建设（天津）有限
公司

张庆朋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
道永平巷10#1-411-414
号-4

东丽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116MA079U3A5N
天津市众诚航远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冯文政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军丽园8号楼-1-503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YH54K
天津玺陆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陈旭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弘程道18号
A-13-1-10038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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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7A0N552
中祺（天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姜浩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303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A6QY8U
天津景伟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张秀景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和顺欣园8号楼2门902

东丽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AKU972
天津乾益丰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

王婧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540室

东丽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AM8H80
天津滨昕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孙亚玲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道
十号桥招商大厦2412

东丽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AYYL94
天津辰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于娟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区EOD总部港C区17号楼
3层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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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7B0QL05
天津市盛信诚安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沈家欣

天津市东丽区成林道与
登州路交口万新香邑广
场招商中心大楼1门6楼
60301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BN4W34
天津长城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王金林
天津市东丽区成林道与
登州路交口万新香邑广
场1门806（13室）

东丽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CCEK46
天津馨翼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卢春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
镇辅仁路4号201室10号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07E94J59
天津安适装饰装修有限
公司

刘晓刚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一4楼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MA7K91DU8Q
天津祥跃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赵文苹
天津市东丽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四纬路10号233-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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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8MA05N4R85P
天津荣新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闫荣新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
经济区）平盈路8号服
务滨海委5388室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6DFW679
天津长实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许晓伟
天津市东丽区冰山道与
沙柳路交口东北侧汇莲
馨苑5号楼-1-102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6K909XL
天津巨昇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刚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
美爱家园5号楼2门601
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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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8MA06XKCC1T
宏源（天津）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

张雁泽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3
号3520室

东丽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8MA06XY0EXY
中融建设（天津）有限
公司

薛立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096P0T
东盈（天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闫忠宽
天津市东丽区方山道与
登州南路交口东北侧融
翰园6号楼-1-101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0FAH7C
天津市浩泽清源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于桂亭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850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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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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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91120118MA07543B00
天津忠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周建修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赤欢路2618号20502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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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8MA07AQQA60
天津诚信安纬机电设备
安装有限公司

李学滨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大
无缝二号路滨源服务大
厦4244号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B08K8Y
天津启明海洋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

张庆朋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公路
3699号A17-18-2

东丽区
海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海
洋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8MA07EE0E26
天津阔美禄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李文美
天津市东丽区新桂路与
旌智道交口东南侧蓝庭
广场28号楼-1-1206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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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8MA7DG63T11
玛曼（天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郝星辰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唐槿苑2-1-903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5M84C7F
华鹏建设 （天津）有
限公司

田建磊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
星港湾2-13-07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066873488J
天津锦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范矿
天津市东丽区华新街道
弘贯东道375-3号-49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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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663077535K
天津天之邦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沈庭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华
纳景湖花园（景湖科技
园2号楼）1-301-07室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2758113252T
天津市永晟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张仲轩
天津市东丽区蓝海苑11
号楼3层307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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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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2MA05RNME6H
天津天东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王建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春
霞里12号楼403-A2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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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石油化
工工程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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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准要求注册建造师人数不少于3
人，当前人数0人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

91120222MA06JU3E1C
天津朋宸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么世旺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元谷
花园1号楼3单元201室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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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2MA06KH0Q02
天津市纳百川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李征
天津市东丽区保利昆仑
大厦1702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2MA06RBU51X
邯广建设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杜张虎
天津市东丽区航双路空
港国际总部基地A区A3
号3458室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T4MJ71
中海建生态园林建设
（天津）有限公司

常健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银
河大酒店E座303、305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TQ861Q
天津弘毅达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丁玲玲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
寄湖苑26-1-201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WURY90
天津市鼎晟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刘旺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二纬
路30号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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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2MA06Y0DHXQ
天津顺朋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旭
天津市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一纬路11号四合财
富广场B座6楼602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2MA075RMD0X
中宏图展（天津）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李凤芹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华丰路6号A
座2-5625室

东丽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7771U2E
天津银耀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王延召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
镇祥云路与弘贯东道交
口处东北侧雪优花园
29-1-1704

东丽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GUQT4N
天津天益基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周金凤
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
道社区服务中心-5楼

东丽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TDW931
天津云杉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王海滨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
五号桥西700米新立街
道招商总部大楼2门4楼

东丽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4MA06WREMXL
天津远旭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志援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津
汉公路名都花园2号楼1
门1601

东丽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MA06RFBJ68
天津市友思海洋工程有
限公司

马春光
天津市东丽区无瑕街银
河大酒店E座316

东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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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