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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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21000001153
天津市德孚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褚书华
宁河县畜牧水产局院
内

宁河区 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120221000022347 天津市德昌建筑工程有 刘金广 宁河县廉庄乡政府院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0001030715650 天津久安集团有限公司 王若骁
天津市宁河区大北涧
沽镇中兴沽工业区

宁河区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01MA06P0WJ85
天津三零三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刘光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宁河湾聚丰一
品9-1-236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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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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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2MA078C4PXN
华勘（天津）生态城市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郭彬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25-a265

宁河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04MA06949E4L
金世天同(天津)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张浩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现代产业
区新华产业园A25-513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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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056818694723
天津鑫利佳科技有限公
司

徐文飞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D14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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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0559454337R
天津唯美德幕墙装饰有
限公司

万为平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
业区星石科技园A02号

宁河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

91120112MA05MFF16U
天津盛欣旺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刘长新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现代产业
园新华产业园A25-560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6URUU64
中天建设（天津）有限
公司

于宝利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
镇大坨村二区9排21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2MA0725WYXL
天津金蚂蚁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孟庆超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
道金华路绿洲别墅8排
1号301室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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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2MA076NT54U
天津宁投市政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陈海永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宁新花园七地块底商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073142085N
天津滨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杨立朋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科
技城A33-123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铁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086550424C
天津华鹏盛世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孙杰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
业区1-1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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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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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

911201163409939503
天津永利辉腾装饰装修
工程有限公司

石晶晶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现代产业
区新华产业园A25-B-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116553432882F
天津荣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马全辉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五纬路22号3门
101B

宁河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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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1165565271236
天津天龙祥云土石方工
程有限公司

田玉江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北新区长丰路10号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566135748T
天津创弘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张忠坦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海航东路新华
科技城A33-1051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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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

宁河区责令限期整改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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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116746661702X
天津市海赢港湾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郭同利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光明路7号B区Ⅲ-108

宁河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港口与海
岸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783344730Y
天津市港茂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张克军
天津市宁河区贸易开
发区长发路23号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5JBNYXE
兵航安全技术（天津）
有限公司

尚永江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
业区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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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6MA06X91P88
天津荣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武加春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聚丰一品16-1
号楼1172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1BY722
天津市聚合晟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马力广
天津市宁河区大北涧
沽镇李庄村加油站北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92DJ66
天津市耀弘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董辉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保利汇景苑18号楼2单

宁河区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116MA07BBH01B
天津中民亿家建筑有限
公司

乔海强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
镇薄台村西（天津船
建管业有限公司院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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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8MA06XK736L
天津自然建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廉政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经
济开发区五纬路9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6XRKQ6R
天津建恒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霍长建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聚丰一品16-1
号楼0237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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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8MA06XUT76E
天津经纬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李琢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41-77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118MA0717HY46
天津宏贯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崔秀玲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41-93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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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118MA0799NJ92
天津智汇新城建设有限
公司

朱仰诗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五纬路23号院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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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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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052067653J
天津伟源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李世一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道运河家园1-2-402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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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0552955126
天津市隆昌盛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

李永春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幸福商业广场A区-502
（集中办公区）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061212605R
天津静发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李占云
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
小闫村南300米处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061221325B
淼翰工程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

王焕忠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
团结楼5号楼2单元402
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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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海洋石油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073139046W
天津市滨江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马荣群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
镇造甲城镇政府南200
米处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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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075933702R
天津市伟业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

陈龙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十三纬路7号（天
津市鑫伟业包装制品
有限公司院内）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075945551N
兴中新能源发展（天
津）有限公司

窦广强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光明路72号（建委大
楼后平房105室）

宁河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0915988010
天津市大元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张召发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新华科技城A39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1040196385
天津市津宁旺达实业有
限公司

牛金龙
天津市宁河区贸易开
发区长发路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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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34087728XF
天津国旅索道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王阿颖
天津市宁河区大北涧
沽镇船沽村西500米

宁河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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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1340877773A 金筑泰洋装饰有限公司 陈福文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西路

宁河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556544089F
天津市前程安消防设备
租赁安装有限公司

刘洪广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
道幸福商业广场F-5-

宁河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57230646XP
天津市科立通科技有限
公司

平爱涛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道鹭岛国际商城5号楼
501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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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5723127040
天津市兴瑞达机电设备
安装有限公司

李秀强
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
岳龙村岳龙中学北20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572312907L 天津船建管业有限公司 李军杰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
镇薄台子村

宁河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586405813Y
天津海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石国良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现代产业
区新华产业园A25-122
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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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91120221589764555R
天津市航盛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杨世良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新华科技城A39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592909858M
天津市宏亿钢结构有限
公司

胡文萍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五纬路9号

宁河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598739060P
天津凯沣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郭艳勇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现代产
业区投资服务中心1楼

宁河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598741857P
天津市天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振强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现代产业
区新华产业园A25栋
（未来城（天津）商
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598744492B
天津友汇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温鹏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道香榭教育广场4号楼
6层604室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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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6603013438
天津市坤禹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张学坤
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
镇政府东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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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660335738H
天津市云龙鸿业工程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

霍云龙
宁河县潘庄镇潘庄村
东侧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6818986286
天津世纪百盛工程有限
公司

王春艳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41-197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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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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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687713225N 天津市万顺达公路工程 王云武 宁河县苗庄镇苗庄村 宁河区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7182327591
天津市万佳建筑装饰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霍连仲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镇
永定园区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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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7229630521
天津市宁通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

张春雨
天津市宁河区津榆支
路104号

宁河区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221725741105A
天津市凯森建筑管道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彭振付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
镇造甲城村西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735443494A
天津市宁河区宏远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平来成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光明路64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741359491T
惠通铭诚（天津）工程
有限公司

顾正义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文化路2号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海洋石
油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海洋石油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741365170F
天津市丽河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

马宝信
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
西关村南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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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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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17643200208
天津市五洲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邹宇洲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聚丰一品16-1
号楼0266号

宁河区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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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221783318313H
天津润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穆书雨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五纬路1223号三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7949964784
天津市天宇陆通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纪振江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
齐心庄村外南侧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7949973824
天津市亨祥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孙超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海航东路宁河
湾聚丰一品9-1-223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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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5J6T57F
天津筑诚信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建州
天津市宁河区俵口乡
洛里坨村委会东30米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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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5JUE498
天津旺鑫源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张丽艳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聚丰一
品5-2-1999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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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5KBN235
天津市韦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谢莎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津榆支路72号

宁河区
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5ML8G0B
天津市新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尹雅宾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聚丰一品16-1
号楼0501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5MU4U4Y
天津中桩建业预制构件
有限公司

王宇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
潘庄工业园区内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MA05NG5M2G
天津鹏禄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孙承录
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
镇南淮淀村一区4排32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5PHKK56
天津市明景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

李红娇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津榆支路70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5RMJG0A
天津旭亿达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杜占军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
镇造甲城村西100米处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MA05WBFJ70
天津昊旺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张梅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41-76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91120221MA05WTH2XB
天津三星阳光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

王忠义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
业区二纬路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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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5XXHMXC
皓鹏(天津)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苏灿峰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园A25-4-2012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6951L3A 天津圣博科技有限公司 董玉敏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朝阳花园10号楼802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69TWB45
天津市立忠机电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苗立忠
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
大沙窝村五区7排1号

宁河区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A8E67F
天津津宁建安工程有限
公司

邵娟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35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B3L12G
天津市鸿茂昌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

王克铁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小王御史工业园三排1

宁河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BA173G
天津中凯信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马天永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
业区三纬路与五经路
交口北侧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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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6BA3D58
天津市源航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岳东旺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车站街明清里1排29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BHWK62
天津盛欢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于泽
天津市宁河区俵口镇
民主村二区1排10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EW161J
天津中易合科技有限公
司

王连超
天津市宁河区宁河现
代产业园海航东路新
华科技城A33-12

宁河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6H0LX9U
天津拓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任桂贤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王前村东区5排8号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JW8202
天津市中怿建筑工程安
装有限公司

安永生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芦汉路与光明路交口
粮食综合楼底商2门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6LL5142
天津泰屹恒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李晓月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
杨庄村(112国道北侧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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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1MA06PPWJ69
天津市宁泰门窗幕墙有
限公司

李壹田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五纬路9号

宁河区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6Q0G9XL
中能筑建(天津)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

高浩天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津芦南线9号院内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6R2152X
天津福临泽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杨连旺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福宁别墅2-2

宁河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R6807W
天津国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宁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
镇大八亩坨村二区1排
11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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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6UTUQ9P
天津市晟佳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贾亮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幸福商业广场B-5-107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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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6W3HR42
天津兴家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马春权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41-44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XRJE1R
天津市昌合永旺装饰装
修工程有限公司

李合旺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
潘庄村潘塘路东侧潘
庄中学南侧（天津广
栢皓制刷材料有限公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91120221MA06XT0B1P
天津市锦荣伟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李华民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41-109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6YELW1U
天津市锋润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安文山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现代产业
区新华产业园A25-344
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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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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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6YKBA4K
天津盛明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李子明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龙胤溪园小区10-802

宁河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70UXT28
天津众福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任帅
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
镇高景村（天津燕津
喜佳思制衣有限公司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1MA073GE37J
天津中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刘双辉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聚丰一
品5-2-A33号

宁河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3PD27E
创宸（天津）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张健
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
区海航东路现代产业
区新华产业园A25-472

宁河区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3YCRX7
天津市合亨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杨浩楠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宁新花园86号楼1-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468K6D
天津市强宇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

刘杨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25-a131

宁河区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4DE69X
天津市兰星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兰丁铭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
镇兰台子村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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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5NXDX1
天津市盛宏泰市政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万艳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
业区星石科技产业园
内潘庄工业区4楼(潘
庄招商中心290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81FG6W
天津鼎盛众辉工程有限
公司

石向前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海航东路宁河
湾聚丰一品6-1号1205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89QE18
天津市华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王婷婷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聚丰一品16-1
号楼0754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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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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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1MA07AXMQ0E
天津潮日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冯贺志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
大道与海航东路交口
海航城二期航瑞雅庭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1MA07EEEM7U
天津市创川消防工程有
限公司

刘伯钰
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
道官邸底商4号

宁河区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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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221MA07J83912 卓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宏霞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五纬路22号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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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2MA05PHY86T
天津市林嘉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于喜军
天津市宁河区俵口镇
安全村西区2排4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W1K142
天津宏业广建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段汝坤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
发区五纬路六经路交

宁河区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5WXW93L
阔源建设（天津）有限
公司

于善阔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区海航东路新华产
业科技园A41-164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6WH4K2F
渤海盛工（天津）工程
有限公司

李秀伟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海航东路宁河
湾聚丰一品6-1号1055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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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0222MA072UY614
天津锦地兴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李默涵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
道齐心里2排35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20222MA0782L9XY
天津德豪杰美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罗子参
天津市宁河区现代产
业园区宁河湾聚丰一
品4号楼1号B-008

宁河区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91120224MA072Q6J98
天津津宁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苏荣亮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
津榆支路32号

宁河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9113029606813462XM
天津永盛利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张霞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
朝阳楼9号1门202

宁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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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