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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5000027178
天津市津津达钢
结构工程有限公

李海菊 蓟县洇溜镇魏庄子村北 蓟州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225000027645
天津圣誉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吴满兴
天津市蓟县罗庄子镇政
府院内

蓟州区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120225000035565
天津新苑古建工
程有限公司

张爱国

天津市蓟县人民西大街
西段北侧（蓟州建材大
世界东侧）金鼎商务中
心3号楼5012室

蓟州区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225000041338
天津大道兴业商
贸有限公司

赵娟 蓟县邦均镇双井村 蓟州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225000058434
天津市闽源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孙艳杰
天津蓟县人民西路大街
西段北侧，金鼎商务中
心3号楼422室

蓟州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000X009000682
长城电梯集团有
限公司

杨春江
天津市蓟县迎宾路北12
号

蓟州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911201017384969703
天津市思内克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肖建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康
复里1段5号增5号

蓟州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3MA05PGNLX4
天津市鑫恒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王鑫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西大
街219号副8号201室

蓟州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0567373683X4
天津三合源通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

许小光
蓟县下营镇刘庄子村南
环秀湖生态总部基地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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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0MA06XPQW8E
天津一航基建工
程有限公司

王智成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
政府北商务中心二楼
L226室（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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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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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1MA07AXNX41
天津鑫隆予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杨永兵
天津市蓟州区中昌南大
道西侧、青池西街南侧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112MA072H5H1L
天津坤宇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于存涛
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八
方桥南80米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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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6YYQ222
天津正沣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王莉娜
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
镇人民政府西200米农
科站院内201室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83XJ0X
天津通达盛世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跃
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
南园香林路20号A108—
26室（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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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79F5051
宏盛（天津）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亚楠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商
贸街120号1层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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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8MA072NEX6E
天津臻鑫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刘国兴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南路
蓟州北站路口南50米锦
绣东方商务酒店六楼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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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8MA07CL073X
天津伴月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尹壮
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
镇西龙虎峪村西100米

蓟州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MT8P6Y
天津市方和博安
建筑安装工程有

于健
天津市蓟州区白涧镇楼
宇商务中心112室（集

蓟州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91120222MA069Q4Y6N
天津佳骏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张楠
天津市蓟州区杨津庄镇
杨公庄村东100米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蓟州区责令限期整改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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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2MA06Y1UJ7C
天津蓝图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白树森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下
仓大街221号080室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74J5E33
天津众源翔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李富华
天津市蓟州区别山镇人
民政府东500米路北新
天地商业街5-18-187室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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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4MA06JK2384
天津桂旺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仇桂旺
天津市蓟州区尤古庄镇
尤古庄村1区4排6号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0520740604
天津众邦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陈志良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王
府庄村西200米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0640228823
天津信源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古才
天津市蓟县罗庄子镇罗
庄子村村民委员会院内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064032677X
天津东明昌盛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建东
天津市蓟县东赵各庄镇
吉祥庄村北200米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069881539D
天津乐华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周英
天津专用汽车产业园盘
龙山路2号213室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075922843H
康孚(天津)净化
空调有限公司

敖顺荣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河
科技产业园九山顶路18
号（原天津专用汽车产
业园九山顶路18号）

蓟州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91120225086557175C
天津兴源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

刘琼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盘龙山路
2号增1号A座10层B区
10-15号（集中办公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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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91120225086582602B
天津嘉恒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陈萍
天津市蓟县上仓酒业及
绿色食品加工区3号标
准厂房110室

蓟州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091593082K
天津渔阳宏堃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开元
天津市蓟州区许家台镇
许家台村西200米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0915946087
天津京日晟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丁静
天津市蓟县穿芳峪乡田
蔡村

蓟州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09311169X0
天津衡云环保设
备科技有限公司

王德将
天津市蓟州区东二营镇
龙王店村西20米（宝平
公路东侧）

蓟州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0936069673
天津天意鼎盛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玉
天津市蓟县穿芳峪镇肖
庄户村南盛兴市场内盛
兴商务中心03、04室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09372447XF
天津智行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李磊
天津市蓟州区洇溜镇洇
溜大街9号A436室（集

蓟州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300387921N
天津市骏亿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刘伟
天津市蓟县人民西路大
街西段北侧金鼎商务中
心3号楼429室

蓟州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3003983566
天津国安科技有
限公司

张茜
天津市蓟州区洇溜镇东
郑各庄村3区32号

蓟州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300522169Q
天津市汇森地基
基础工程有限公

徘占军
天津市蓟县龙港小区1-
8-102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300534258G
天津市益博盛越
建筑工程有限公

吕福利
天津蓟州区渔阳镇南关
村长运大厦南80米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3007250890
天津通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尹兆铮
天津市蓟县孙各庄满族
乡政府西侧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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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3007435009
天津嘉锋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初锋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
区天津专用汽车产业园
澜河街南侧、辽运河西

蓟州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300773056U
天津朋航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吴晨溪
天津市蓟县尤古庄镇工
业园区E区16号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341019690Q
天津市汇鹏地基
基础工程有限公

吴小娜
天津市蓟县下窝头镇下
窝头村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351525298L
天津市蓟州区津
诚供电服务有限

王松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东
一环路2号526室

蓟州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3515678694
天津昱鑫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古才
天津市蓟州区出头岭镇
招商服务中心F区208号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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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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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55503541371
天津市宏昌达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旭良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中
昌北路35号增1号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556519633G
天津宸龙乾元投
资有限公司

康宸 蓟县下营镇下营村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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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55652378X8
天津鑫呈晟达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贤达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刘
庄子村南环秀湖生态总
部基地内6号楼609室

蓟州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559451718Q
天津市鑫通旺达
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贾德全
天津市蓟县翠屏山澜商
务中心A座104室

蓟州区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5661305924
天津金利源电力
检修有限公司

高宝祥
蓟县渔阳镇穆庄子村段
光明路西侧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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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569309109B
天津伟元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邢永才
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镇
人民政府南招商引资办
公室院内8室26区（集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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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575141357Y
天津市贵友建设
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焦海超
天津市蓟县邦均镇石人
庄村

蓟州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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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578329312D
天津市光远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杜永波 蓟县下仓镇后屯村北 蓟州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5864162563
天津中邺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张林胶
天津市蓟州区许家台镇
人民政府院内1号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586426905A
天津长城伟业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魏宁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刘
庄子村南环秀湖生态总
部基地3号楼213室(集
中办公区）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5929134862
天津市焱顺市政
园林工程有限公

于从立 蓟县尤古庄镇侯庄子村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598705899R
天津丰畅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郭长永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山
湖郡苑15号楼1703室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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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660334524B
天津共享未来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邵兴海
天津市蓟州区兴华市场
西侧兴华商阜C-4-31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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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668846268F
天津市科保环环
保设备安装有限

王强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河
科技产业园天成街3号-

蓟州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673746229Y
利海百强（天
津）建设投资发

厉朝华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
区中兴街1号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6877304393
天津碧水蓝天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

王利海 蓟县侯家营镇工业园区 蓟州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694059559Q
天津利众顺环保
设备科技发展有

王桂艳 蓟县官庄镇门庄子村南 蓟州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694071881R
天津键凯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宋学明

天津市蓟州区别山镇翠
屏山澜商务中心（原翠
屏山政府院内）房屋A
座02160室（集中办公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697409200W
天津上仓金联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耿家斌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东
桥头村南津围公路西侧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7522099822
天津圣达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汤一飞
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政
府西20米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758121711L
天津市金兴盈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卢兴伟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南路
64号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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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764331758L
天津市晟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杨亚利
天津市蓟州区东施古镇
人民政府第二商务中心
101-102室（集中办公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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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5J00EXP
天津昌信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李向阳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西大
街217号增55号A19号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JNEH62
天津豫能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王恒洋
天津市蓟县下窝头镇利
民庄村4区5排3号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JRNY39
天津佳润水电工
程有限公司

蔡云霞
天津市蓟县洇溜镇欢虎
庄村1区16号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K0AK8C
天津晟浩淼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王焕成
天津市蓟县下仓镇商务
中心东100米

蓟州区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K60L93
天津鑫博绿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洪学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王
府庄村2区2排26号

蓟州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91120225MA05KX4L8W
天津市杰远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刘杰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仓
上屯村2区40号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KXCW9M
天津市京津盛护
网设施安装有限
公司

王亚军
天津市蓟州区尤古庄镇
政府东侧500米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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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5L11L76
天津宸龙乾元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康宸
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刘庄
子村南环秀湖生态总部
基地内3号楼180室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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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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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L6PNXD
天津市东金和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建光
天津市蓟县出头岭镇食
用菌批发市场西楼121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L8UA0C
天津南大常泰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陆建明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西路
大街西段北侧金鼎商务
中心3号楼办公用房4-
007B（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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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5LAHH09
天津市吉安顺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

张秀娟
天津市蓟县翠屏山澜商
务中心（原翠屏山政府
院内）房屋A座403室

蓟州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MA05MCRD2Y
天津恒鑫屹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王作恒
天津市蓟县人民西大街
219号副9号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MP8X08
天津洺濠锦绣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纪文松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育
才里商贸楼2号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5N3F43N
天津基正市政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云朋
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镇
礼西庄村3排5号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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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5Q93G89
天津海川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王超丰
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
西李各庄村南穿芳峪镇
楼宇服务中心A03室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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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5QJXT2M
天津聚泰万佳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郝建丽
天津市蓟州区白涧镇商
务中心1号楼601（集中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5RJD11M
天津江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杨超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刘
庄子村南环秀湖生态总
部基地内5号楼221室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RU7B5B
天津鹏宇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刘小敏
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镇
张家店村东400米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TC002A
天津昊晟鑫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杨丽平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北
小胡村东400米（存在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TM8T86
天津立升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赵立新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刘
庄子村南环秀湖生态总
部基地内5号楼237室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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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5TQQL8G
天津盛世祥通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海豹
天津市蓟州区文昌街道
东方商厦316号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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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UKQY3Y
天津市辅昱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王常辅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东
一环路2号的房间212室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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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

91120225MA05W4H3X7
天津朋达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秦会义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人
民政府（原老政府院
内）平房A02室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WM4YX4
天津佳境园林有
限公司

刘万军
天津市蓟州区东二营镇
都赛营北村2区6排8号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5XELR4H
天津鑫健坤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闫志国
天津市蓟州区邦均镇西
南道村南800米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90BR2T
天津迪迈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张宝占
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
楼宇服务中心B187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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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9R6G40
天津钜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赵立杰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
政府北侧宝平公路西侧
商务中心二楼L234室

蓟州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6A1JT85
天津龙圣元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孔庆鹏
天津市蓟州区杨津庄镇
人民政府（老政府院
内）平房103室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A5W12E
天津瀚陇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彭利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玉
杨线与杨浦路交口处东
侧30米路南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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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ADCE3X
天津和顺营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王平
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下
营村西200米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APHT0M
天津方网通信工
程有限公司

刘珺雅
天津市蓟州区天一绿海
城（揽翠园）87-1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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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C96Y9H
天津碧鸿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纪建男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河
科技产业园天成东路5

蓟州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CAHC1U
天津市赢盛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

郭承宝
天津市蓟州区东施古镇
西蔡庄村2区3排9号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D43C1Q
天津启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张宏伟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河
科技产业园盘龙山路2
号增1号A座819-3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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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DGWE5U
天津信升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李利娟
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
城下村南150米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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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DKWE6L
恒鑫宇（天津）
幕墙门窗有限公

刘永贤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河
科技产业园州河街11号

蓟州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MA06DNKN10
天津凯思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王国富
天津市蓟州区孙各庄满
族乡商务中心374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6DRQL49
天津金亿祥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袭海涛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立
体经济中心519-E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91120225MA06E5ML4F
天津福之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陈军然
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镇
人民政府南100米招商
引资办公室院内8室8区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ECJH1L
天津玄宇通能科
技有限公司

杨玉帅
天津市蓟州区康平路
163号

蓟州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91120225MA06EK2N4T
天津瑞浩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耿志强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中
昌西区三号楼603室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FCN11J
天津鸿途门窗有
限公司

申宝健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和
科技产业园锦丰科贸园
2号标准车间N-3区

蓟州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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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5MA06FGAR27
天津鑫盛浩通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浩
天津市蓟州区别山镇新
天地商业街5-23-113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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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FGCT1G
天津蓟州云数据
服务有限公司

付文侠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文
安街28号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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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FYK8XH
天津盛世天宇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

贾福东
天津市蓟州区尤古庄镇
大袁庄村1区1排11号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G0HQ0U
天津鑫阳建安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

刘海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南
闵庄村东50米津围公路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G0PQ11
天津中雕鼎艺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

张杰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河
科技产业园盘龙山路西
侧、金水河中街南侧

蓟州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G6RE2G
融泽（天津）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于凤芝
天津市蓟州区尤古庄镇
商贸街底商106号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225MA06G9856Q
天津巨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王贺
天津市蓟州区孙各庄满
族乡商务中心A120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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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H29F0B
天津市兄弟山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红星
天津市蓟州区洇溜镇大
现渠村北100米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H3GA7T
天津嘉信诚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冯红菊
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
镇燕各庄村东100米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H5BU45
天津龙联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崔朋飞
天津市蓟州区别山镇弥
勒院村东100米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HRBE35
天津传承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陈艳翠
天津市蓟州区东赵各庄
镇段截庄村1区12排1号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6J3CT8F
中杰(天津)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杨云枫
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八
方桥南120米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6J906X3
天津市鹏翔路畅
建筑工程有限公

潘雷
天津市蓟县西龙虎峪镇
南贾庄村12区38号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K271XT
天津科维恒泰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刘俊义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乡
村公路管理办公室临街
商贸楼南起三单元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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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K5GR8B
天津东顺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孙建东
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
西李各庄村西50米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LD0R3J
天津华地通达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小丹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立
体经济中心541-A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6LHXB3M
天津安会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王影会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兴
华商务中心205C室（集
中办公区）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LJU69Y
天津宏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蒋魁民
天津市蓟州区洇溜镇马
圈头村东68米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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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P34N0U
天津市津都盛达
安全科技有限公
司

王旗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西大
街217号渔阳物流园
C14-209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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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6P3KD0P
天津金园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杨碧辉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人
民西路66号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PA8U2G
天津玖润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陈国栋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二
经路与兴华大街交叉口
西北100米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
施）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MA06PFY81T
天津酉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邢洪铭
天津市蓟州区白涧镇楼
宇商务中心133室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UMWF24
远博源（天津）
电力工程有限公

高明博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小
刀剪营村1区19排2号

蓟州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WC86XK
天津吉浩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冯淑芹
天津市蓟州区东施古镇
柳子口村6区1排2号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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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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5MA06X50E0R
天津钇铭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潘秀平

天津市蓟州区别山镇人
民政府东500米路北新
天地商业街5-18-134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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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XC128E
天津鑫通浩达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韩雪松
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镇
人民政府南100米招商
引资办公室院内9室15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6XT9685
天津市浩森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钱颍
天津市蓟州区杨津庄镇
东梁庄村1区6排1号北

蓟州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6Y5896C
天津市恒升源园
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王凯强
天津市蓟州区下窝头镇
河北屯村西北侧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YA7691
天津玄炜达通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若璇
天津市蓟州区孙各庄满
族乡商务中心B102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6YFMW0F
天津众旭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焦连磊
天津市蓟州区礼明庄镇
金车庄村2区1排8号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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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709R26W
天津鼎丰海龙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莫海龙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人
民西大街217号增85号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0JQN96
天津中远鼎盛建
设有限公司

张志伟
天津市蓟州区洇溜镇八
里庄村东100米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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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

91120225MA070K2D71
天津市衡樾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徐东东
天津市蓟州区杨津庄镇
仇新庄村委会院内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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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1Q6F00
天津铭匠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

张亚东
天津市蓟州区京津州河
科技产业园锦丰科贸园
3号标准厂房G-4（集中

蓟州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1RD05Y
天津恒春中立科
技有限公司

孙起臣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立
体经济中心518-D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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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71U3C8A
天津市鸿嘉诚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曹海芳
天津市蓟州区别山镇杨
庄子村东300米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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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2TA23Q
天津天亿国城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赵春光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立
体经济中心545-F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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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303T6Y
天津亚航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铁良
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
南园香林路20号108-20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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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73B7A6L
天津金百福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白瑞
天津市蓟州区邦均镇夏
各庄村西路口100米路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73LEG7N
天津市渔阳市政
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张玉松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白
马泉村委会南50米一楼
101室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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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73QLJXU
天津鑫亚德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王亚丽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河
西镇村南50米

蓟州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3UY91A
天津中圩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吴迪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迎
宾大道93号人防大厦商
务中心806室、1202室
办公用房（集中办公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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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73W0X7E
天津市泓信天诚
建筑工程有限公

赵岩
天津市蓟州区白涧镇楼
宇商务中心143室（集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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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5MA074HLT2M
天津腾源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李涛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前
苏庄村3区106号

蓟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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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5MA0757TY2B
天津筑业盛达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彬
天津市蓟州区上仓镇立
体经济中心547-D室
（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5CCK3P
天津鸿宇通达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

高学军
天津市蓟州区迎宾大街
南侧、凤凰山大道西侧
海棠湾花园20-2-302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5J5T1C
天津强安浩铖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魏俊强
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
南园香林路20号105室A
区5号（集中办公区）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5JW81C
天津市鸿盛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

高雪丽
天津市蓟州区出头岭镇
田新庄1区2排10号

蓟州区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62YC6F
天津欣亿东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

王博超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八
景园小区11号楼1504室

蓟州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72XR85
天津兴业利达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良广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兴
华商务中心218C室（集
中办公区）

蓟州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5MA077NM20P
天津嘉鹏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陈雪超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
区天津专用汽车产业园
澜河街南侧，辽运河西
路34号1号楼201室

蓟州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5MA07850273
嘉创典通(天津)
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潘军
天津市蓟县天津专用汽
车产业园东昌路东侧、
澜河街南侧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91120225MA07DE9P4A
天津三石启航建
筑装饰有限公司

赵磊
天津市蓟州区天一绿海
揽翠园11号楼一单元

蓟州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