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需提供证明材料的免考一科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专业 所在单位 性别 所属地市

1 章维国 土建 淳安县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2 胡军炜 土建 杭州普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3 刘丹丹 土建 浙江省建设工程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4 卢丽敏 土建 宁波市鄞州福明彼木家居商行 女 宁波市

5 王午翰 土建 浙江耀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6 山丽兵 土建 浙江远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男 嘉兴市

7 徐振华 土建 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男 嘉兴市

8 冯小芳 土建
宁波欣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绍兴分公

司
女 绍兴市

9 周卫彬 土建 杭州广厦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 男 衢州市

10 林泽齐 土建 浙江金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男 绍兴市

11 訾晓东 土建 宁波大千纺织品有限公司 女 宁波市

12 徐苏琴 土建 浙江同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 女 杭州市

13 李尚运 土建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14 何知轩 土建 宁波东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男 宁波市

15 沈建良 土建 嘉兴华廷建设有限公司 男 嘉兴市

16 傅陶然 安装 北京建工集团 男 衢州市

17 陈海淼 土建 浙江新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男 温州市

18 徐燕青 土建 浙江律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19 吴伟 土建 杭州创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20 常玉青 土建 浙江省信立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男 温州市

21 谯单 土建 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22 马田田 安装 浙江江南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23 朱秋燕 土建 东阳市财政预算审核中心 女 杭州市

24 曹莹莹 土建 中咨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25 周永强 安装 浙江中展建设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26 杜婉茹 土建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27 周诚 土建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男 杭州市

28 孔宇鹏 土建 浙江中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29 金宸冉 土建 杭州交投建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30 柳瑾 土建 衢州市和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女 衢州市

31 刘岩 土建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女 杭州市

32 代蓓 土建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女 宁波市

33 何前梦 土建 杭州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34 蒋雄飞 土建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发电厂 男 杭州市

35 王攀 安装 无 女 宁波市

36 许若凡 土建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女 台州市



序号 姓名 专业 所在单位 性别 所属地市

37 王冕 土建 嵊州绿城越剧小镇投资有限公司 男 台州市

38 王小明 土建 上海中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女 嘉兴市

39 周玉玲 土建 上海力博建设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40 赵新林 安装 丽水李池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男 丽水市

41 胡晨 土建 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男 湖州市

42 史玉婷 土建 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43 周俐君 土建 浙江中南绿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44 周宇鑫 土建
广州城建开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
男 杭州市

45 赵浙飞 土建 浙江开太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46 毛晨锦 安装 浙江耀信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男 杭州市

47 毛芳芳 土建 浙江恒誉建设有限公司 女 杭州市

48 唐亢凡 土建 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女 宁波市

49 卢奇示 土建 慈溪建银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女 宁波市

50 陶方舟 安装 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男 宁波市

51 杨纲 安装
嘉兴恒创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滨海分

公司
男 嘉兴市

52 莫欣橦 土建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女 嘉兴市

53 何芳玲 土建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女 金华市

54 陈璐 土建 上海宝冶市政工程公司 女 绍兴市

55 王鹏 土建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男 金华市

56 唐培 土建 浙江省翊旺建设有限公司 男 嘉兴市

57 沈王颖 土建 无 女 舟山市

58 宋香凤 土建 浙江圣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女 嘉兴市

59 樊佳妮 土建 浙江信立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女 嘉兴市

60 陈雯静 土建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女 湖州市

61 张雨晨 土建
浙江科信联合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湖州

分公司
女 湖州市

62 张敏 安装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男 绍兴市

63 姚肖飞 土建 宁波市环湖建设有限公司 男 宁波市

64 张兰英 土建 义乌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女 义乌市

65 舒兰 土建
浙江圣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

司
女 嘉兴市

66 竺智亢 土建 浙江省嵊州市华汇大厦北楼 18 楼 男 绍兴市

67 曹金 土建 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 男 金华市

68 杨文进 安装 浙江共济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男 台州市

69 赵湃 安装 无 男 杭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