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拟处理的“挂证问题企业和个人名单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注册类别 注册单位 问题说明 社保单位

1 乔鹏亮 6104271982xxxxxx3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广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钦州学院

2 吴明骏 4503251990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广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安通宝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 冼庆彪 4525261965xxxxxx3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广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北流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4 崔明晓 3701261991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广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人力资源服务
分公司

5 罗曦 4600311994xxxxxx8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青岛华鹏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中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 王业光 4600261985xxxxxx1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瑞晟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外商企业服务总公司

7 郭丽娜 2308221985xxxxxx6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瑞晟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 余哲 4302041990xxxxxx15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

9 钟龙霞 5103221989xxxxxx46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樾城投资有限公司

10 沈丽娜 3310031987xxxxxx23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西岛大洲旅业有限公司

11 王其香 4600031992xxxxxx21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华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2 谢晓宇 4600021981xxxxxx15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3 张汉标 4601001969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金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 高峰 2301031974xxxxxx19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北京北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5 程显凤 2205811988xxxxxx28 二级注册建造师 五指山宝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湖南省辰波建设有限公司

16 陈泽辉 4600331988xxxxxx79 二级注册建造师 五指山宝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陵水棕榈泉置业有限公司

17 李文举 4107261982xxxxxx14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

海南保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宁波市天一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18 胡艳清 3710811985xxxxxx2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19 陈帆 4600251986xxxxxx3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航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 王丽君 4600011981xxxxxx4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琼州建筑工程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东方森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1 郑岳欣 2301831989xxxxxx4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岛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22 张重阳 1301281988xxxxxx3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岛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注册类别 注册单位 问题说明 社保单位

23 黄凯 4503111980xxxxxx1X 二级注册建造师 众航(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丽祺商贸有限公司

24 王伟 6227261985xxxxxx14 二级注册建造师 众航(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中港置业有限公司

25 冷龙 5335211982xxxxxx52 二级注册建造师 众航(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临沧市康家坝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26 张俊亮 1423221983xxxxxx57 二级注册建造师 众航(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江苏兴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7 陈海 4600221975xxxxxx1X 二级注册建造师 众航(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加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8 黎洪 5101211988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众航(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四川麦克威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29 周晓莉 4205811979xxxxxx27 一级注册建筑师 海南巨方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贝诺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海南巨方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30 陈海浪 4602001976xxxxxx36 一级注册建筑师 海南巨方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谊联对外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31 徐朝阳 4113031985xxxxxx40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海南巨方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巨方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32 张婉婉 3708281989xxxxxx6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尤高美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上海飞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3 王冬林 5113211988xxxxxx5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天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建鼎盛建筑装饰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34 郭毅 3101071970xxxxxx39 一级注册建筑师 北建院建筑设计（海南）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建院建筑设计（海南）有限公司

35 刘志鹏 1101081977xxxxxx37 一级注册建筑师 北建院建筑设计（海南）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北建院建筑设计（海南）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6 袁立朴 1101081964xxxxxx99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北建院建筑设计（海南）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建院建筑设
计（海南）有限公司

37 郑珍珍 1101081965xxxxxx61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北建院建筑设计（海南）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建院建筑设
计（海南）有限公司

38 刘冰 3705021972xxxxxx11 一级注册建筑师 三亚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社保不一致 广州智唯易才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39 吴军华 3604241983xxxxxx19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三亚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社保不一致 奎灏（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40 崔斌 1401041978xxxxxx15 一级注册建筑师 海南现代海湾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北京赛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41 江帷 4406021965xxxxxx15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佛山市三水恒福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2 韩龙科 6201031971xxxxxx19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核龙瑞科技有限公司

43 欧良军 4304211985xxxxxx51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恒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4 郑丽琼 4409021970xxxxxx2X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三亚市建设工程检验与房屋安全鉴定
中心

多家社保
茂名瑞派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三亚市建设工程检
验与房屋安全鉴定中心

45 皮毅 5002281986xxxxxx3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匠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46 唐习飞 5137011986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匠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四川雅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注册类别 注册单位 问题说明 社保单位

47 严晓春 3401041972xxxxxx5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匠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成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8 谢小玉 6205231978xxxxxx8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通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9 丛晓 3710811982xxxxxx9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通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四川省电力设计院

50 钟丽蓉 5103211987xxxxxx4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通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成都九联科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51 黄民睿 4521261984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通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2 杨力波 3625021983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通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 温龙兴 4600311963xxxxxx1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通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54 赵忠岳 1309221988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昱青能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陵水富力湾开发有限公司

55 欧阳海滨 4600331969xxxxxx78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海桥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鸿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6 林炽闯 4600331984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海桥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儋州祥雷投资有限公司

57 路通伟 1521041992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海桥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鸿军实业有限公司

58 冼吉红 4600031981xxxxxx18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三亚海桥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晋合置业有限公司

59 黄志琛 4600211978xxxxxx1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中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际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60 周忠友 4600061988xxxxxx3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中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陵水海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1 李红 1101011969xxxxxx22 一级注册建筑师 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62 张新平 1101011964xxxxxx51 一级注册建筑师 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63 符策尚 4600221962xxxxxx1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琼山建筑设计院

64 凌衍琦 4600041979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东城综合开发公司

65 詹衡 4601031989xxxxxx1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66 王伟鉴 4600041985xxxxxx16 一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67 吴大晴 3412231986xxxxxx4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南国置业有限公司

68 陈周青 4601001969xxxxxx3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

69 吴育贤 4600061990xxxxxx7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成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70 吴爱明 4600311982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岛三亚日出观光有限公司

71 董宏伟 6101241985xxxxxx31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建丰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72 朱非白 4202021984xxxxxx1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鸣远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分公司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注册类别 注册单位 问题说明 社保单位

73 李强 2306041977xxxxxx16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原石油勘探局

74 王明中 3201021968xxxxxx38 监理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华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 陈向阳 4601001969xxxxxx75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76 李凌云 4600231973xxxxxx38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桁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7 程宛 4600221985xxxxxx1X 二级注册建造师 太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人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8 孙贻德 4600331984xxxxxx3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和粤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9 杨铭 4524241974xxxxxx3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贺州市宏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80 周广钊 4525251982xxxxxx5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成都龙光二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81 熊昭机 4525281982xxxxxx9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翔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2 王润德 4503221969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管理局

83 林道迪 4408821989xxxxxx9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84 李东旭 3412261984xxxxxx50 一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金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5 李淮 4401061968xxxxxx91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海南珠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海南珠江建筑
设计院有限公司

86 王瑜 5101031963xxxxxx21 一级注册建筑师 海南珠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东工业大学

87 朱金良 3701251978xxxxxx37 一级注册建筑师 海南珠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苏州贝柏建筑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88 刘华俊 4401061964xxxxxx77 一级注册建筑师 海南珠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9 谢海强 4401041971xxxxxx11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海南珠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市东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0 滕力 1101021961xxxxxx33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暖通空调）

海南珠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珠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中电恒泰电
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1 杜鸿艳 4501111987xxxxxx2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冶众邦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金源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92 尚博臻 1404021993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程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智河南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93 姚成蔚 6123241981xxxxxx3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程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福山天然气利用发展有限公司

94 周伟 3421261987xxxxxx5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动元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95 麦强 4600331982xxxxxx3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动元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开发有限公司

96 张春芳 4128011975xxxxxx43 一级注册建造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现代海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97 李春常 5110281976xxxxxx13 造价工程师 海南现代海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上海新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注册类别 注册单位 问题说明 社保单位

98 庞建栋 1401211976xxxxxx10 造价工程师 海南现代海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档案一科,
海南现代海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99 吕建兵 4523231982xxxxxx3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云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西江现代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00 林开壮 4600311986xxxxxx3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云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101 马清宏 1325251968xxxxxx38 监理工程师 海南弘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中交四公局（北京）公路试验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邢台华辰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02 王欢 1301221980xxxxxx5X 监理工程师 海南弘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3 袁忠 4600231969xxxxxx55 监理工程师 海南江和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104 王槐南 4602001965xxxxxx18 监理工程师 海南江和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105 吴栋宇 4600031989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兴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106 张连军 2106241963xxxxxx19 监理工程师 海南时利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时利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
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07 岳移平 4304241970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威尔金鼎电气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集利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威尔金鼎电气有限
公司

108 陈文桐 4600221984xxxxxx1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威尔金鼎电气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安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海南威尔金鼎电气
有限公司

109 陈泽峰 4601001968xxxxxx59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海南泓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10 孟庆锋 4301031976xxxxxx98 注册电气工程师（供
配电）

海南泓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泓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北电科林电子
有限公司

111 谢远耀 4524241985xxxxxx1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崇左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112 邓士森 4600221989xxxxxx31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13 覃俊华 4527291988xxxxxx71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14 史超举 4104261989xxxxxx5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天星门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15 陈志松 4601001978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外商企业服务总公司

116 何芳 4600331988xxxxxx3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嘉禾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17 王之冰 4600061987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规划设计院

118 韩其麟 5110111985xxxxxx9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鑫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9 郭瑞云 4101251969xxxxxx05 造价工程师 海南中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州分所

120 张瑞芳 1501221980xxxxxx1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21 冯思顺 4600041984xxxxxx3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佳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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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符俊杰 4600281966xxxxxx3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临高县地方公路管理站

123 严朝喜 4600021983xxxxxx1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北京中天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

124 杨兹发 4600221988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5 刘念 2203811987xxxxxx3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126 王春恒 4600041985xxxxxx1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安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27 陈李清 4601001963xxxxxx1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方园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泓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28 林荣基 4600271984xxxxxx3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方园建筑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公司

129 宋广 4110821986xxxxxx70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

海南润禾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河南省交院工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30 韦海锋 4504221989xxxxxx3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圣科豪斯智能家居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1 何顺 4211251990xxxxxx5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圣科豪斯智能家居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北京市朝劳综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分二）

132 戴惠煌 4600261984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千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南国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133 张敏 6101241985xxxxxx21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千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光合新兴产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34 杨作书 4600061988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千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35 莫春爱 4524021988xxxxxx57 造价工程师 海南千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统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36 郑涛 4600311964xxxxxx16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垦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太平洋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37 柳留忠 3623231975xxxxxx38 监理工程师 海南华垦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玉山县七一水库管
理局

138 包伟华 2208211990xxxxxx11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景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洪锐投资有限公司

139 王金云 4600331990xxxxxx7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景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田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40 薛贤秀 3501811986xxxxxx90 造价工程师 海南景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华润置地（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1 王志鹏 3607221990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景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42 毛献瑶 4522271988xxxxxx5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南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新南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南方电网调峰调
频发电有限公司

143 胡洪来 4304221990xxxxxx9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南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灌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44 胡辉 4306211989xxxxxx1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新南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湖南地盛土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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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唐菊梅 3625281986xxxxxx21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

海南天润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马鞍山首建建材试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46 孟悦 2202021993xxxxxx2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省杜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河南正源咨询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147 曾东明 4501221985xxxxxx9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省杜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南宁华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48 蓝清洪 4527301986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省杜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149 齐仁杰 2101021990xxxxxx1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省杜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沈阳华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50 陈建国 5101021968xxxxxx34 监理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海南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澧水流域水利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1 凌玉标 4325221967xxxxxx97 监理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中建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2 刘志辉 1101081970xxxxxx18 监理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
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53 张晖 4101021972xxxxxx42 造价工程师 海南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郑州金阳电气有限公司,海南中建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154 吴家仁 4602001987xxxxxx31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陵水润达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55 陈丹丹 4127281989xxxxxx2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海建工程管理总承包有限公司

156 吴家齐 4602001983xxxxxx3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环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57 代强 3412211985xxxxxx3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58 陈远洋 3622041986xxxxxx1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江西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9 李新兰 4601041990xxxxxx2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60 蔡春凤 4600061989xxxxxx5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百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61 谢明超 4522271992xxxxxx5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62 翁海 4601001969xxxxxx7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公司

163 邢益民 4601021990xxxxxx1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64 陈泰刚 4600331986xxxxxx1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65 刘丽军 4290041987xxxxxx3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绿城高地投资有限公司

166 蒋巧梅 4503241986xxxxxx2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来宾市兴宾区土地储备中心

167 詹道新 4600221986xxxxxx1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68 郝传政 4206261985xxxxxx10 一级注册建造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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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陈叶琳 4210031986xxxxxx2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柏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青岛海晏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70 林宁宁 4601021981xxxxxx26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海南柏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隆冠拆迁工程有限公司

171 陈虹余 4601001974xxxxxx2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柏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72 杜建平 4101031960xxxxxx39 二级注册建筑师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73 胡双豪 4290041988xxxxxx11 二级注册建筑师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湖北天一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74 曹志民 4101021964xxxxxx54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75 徐茂行 5102121980xxxxxx39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76 周翠霞 4290041980xxxxxx22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77 邢小丽 4602001979xxxxxx20 造价工程师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琼海市建筑设计院

178 张文 4112021985xxxxxx30 注册电气工程师（发
输变电）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79 刘明亮 4129241979xxxxxx17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多家社保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80 刘远忠 4600311964xxxxxx1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佳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81 欧弘毅 4600311988xxxxxx1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佳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82 李孟秀 4600031984xxxxxx2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佳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83 周德高 4325021969xxxxxx31 造价工程师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

184 王继宗 4101051982xxxxxx39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儋州共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安徽中城联盟置业有限公司

185 杨淑艳 4329291978xxxxxx26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深装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华唯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186 金梁毅 3310821987xxxxxx7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深装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宁波融创高星置业有限公司

187 鲍灵科 3310821983xxxxxx5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深装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临海拙工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8 余灵慧 3310821984xxxxxx5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深装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东诚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189 易双林 4222261973xxxxxx79 一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深装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0 杨定才 4305271983xxxxxx14 一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深装实业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191 王伟伟 4123261987xxxxxx7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合和佳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盛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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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凌海 4600341969xxxxxx39 监理工程师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多单位注册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93 王庆煜 4600271977xxxxxx1X 二级临时建造师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94 胡应庭 3604211986xxxxxx10 一级注册建造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昆明市松华坝水库管理处

195 董麦生 3709111983xxxxxx38 一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新世界(中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96 张汉雨 3426011989xxxxxx10 二级注册建造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华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多单位注册

安徽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97 周军 3210881987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华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南京奥玛斯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98 裴锡鹏 5101221981xxxxxx10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慧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鹏远兴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多单位注册四川禾怡实业有限公司

199 刘悦欣 4301031965xxxxxx36 一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慧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200 周艳 4503271990xxxxxx66 二级注册建造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经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柳州市华宇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多单位注册

201 潘进初 4525021985xxxxxx33 二级注册建造师
监理工程师

海南中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万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多单位注册

广州万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2 李江斌 5130271972xxxxxx1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天涯海角股份有限公司

203 李文凤 4127021990xxxxxx2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佛山市誉优家具有限公司

204 刘辉 4127271979xxxxxx18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国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5 王堂芬 4600331988xxxxxx1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中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06 刘恒 5138211985xxxxxx77 造价工程师 海南中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成都碧桂园盛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7 陈鹏 3622331987xxxxxx12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口长信吉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8 崔扬 6523241989xxxxxx5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葛洲坝伊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9 林尔宝 4600061985xxxxxx3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祥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

210 林小强 3505211988xxxxxx71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外商企业服务总公司三亚分公司

211 林明山 3505211982xxxxxx5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212 陈晖辉 3505211987xxxxxx3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七工
程局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213 郑真忠 4602001976xxxxxx3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三亚楷模家私广场有限公司

214 朱晓鸣 3406211987xxxxxx38 二级注册建造师
一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逸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大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多单位注册

215 沈婷婷 1101071983xxxxxx20 造价工程师 海南汇德咨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注册类别 注册单位 问题说明 社保单位

216 李小强 6123011975xxxxxx18 造价工程师 海南汇德咨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国核工程有限公司

217 王静 4301021964xxxxxx25 造价工程师 海南汇德咨询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海南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业协会

218 王恩瑜 3707251968xxxxxx01 监理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海南汇德咨询有限公司
立信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多单位注册

219 韦朝华 4508811990xxxxxx33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20 钱江 6541251980xxxxxx17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1 胡秀英 4503221990xxxxxx24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南宁学院

222 仇玮玮 5101081989xxxxxx45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四川万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23 叶志权 4600031990xxxxxx19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有限公司 社保不一致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与信息分公司

224 李敏 4417021984xxxxxx1X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有限公司 多家社保
广东荣佳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华苑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225 吴丽艳 6529011982xxxxxx66 一级注册建造师
二级注册建造师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中水建设有限公司 多单位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