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务队伍年度信誉评价汇总

劳务队伍 平均分
评价
等级

参建项目
劳务
队伍
法人

现场
负责
人

承接任务

毕节市俊程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AA 镇赫3标 郭小凤 肖军 桥梁桩基冲孔

毕节远文宸劳务有限公司 100.00 AA G321青山至城关 周玉 周玉 路基小型预制构件施工

从江县污弄工程建设专业合作社 100.00 AA 贵金16标 韦金水 韦金水 防排水工程

德江县源芬道路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AA 六安1标 彭源杰 彭源杰 运输

贵州恒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00.00 AA 纳晴11标 谭舰 史隽 路基施工

贵州江锐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AA G321青山至城关 陈果 陈果 路面工程级配、水稳施工

贵州同舟共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AA 赫六2标 彭文军 彭文军 小槽子电力抢修

贵州旺吉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00.00 AA 贵金16标 齐朝阳 杨正强 孔桩开挖工程（3队）

贵州轩杰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AA 毕节G246项目 叶弢 叶弢 已决算退场

贵州雅泽然劳务有限公司 100.00 AA 贵金16标 王泽 王泽 桥梁基础及下构工程（3队）

江苏大根路桥建设养护有限公司 100.00 AA G321青山至城关 李培根 李培根 路面工程沥青面层施工

七冶压力容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AA 六安1标 张俊 刘军平 钢桁（箱）梁制作安装

习水县飞龙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AA G321青山至城关 袁付龙 袁付龙 绿化工程施工

重庆市城口县帝辉物资有限公司 100.00 AA 城开A2标 蒋国华 蒋国华 爆破服务

贵州聚信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9.50 AA 瓮开房建项目 罗文伟 周春鸿 高枧收费站、开州湖服务区房建工程

瓮安县顺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9.33 AA 贵金16标 向宁 向宁 钢筋加工及安装工程、桥梁基础及下构工程（4队）

陕西建工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临潼分公司 99.00 AA 京昆6标 寇阳 刘梅美 混凝土加工

陕西协诚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99.00 AA 京昆6标 王乾 王乾 混凝土运输

贵州友恒纵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8.67 AA 贵金16标 张志忠 张志忠 孔桩开挖工程：桩基4队

贵州隆腾汉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8.50 AA
G321青山至城关 邱春美 邱春美 交安工程

毕节G246项目 刘天刚 刘天刚 K0+000-K31+266段交安工程

贵州启航宏达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98.50 AA
毕节G246项目 杨再航 杨再航 K8+400-K9+220地灾段抗滑桩

京昆6标 杨再航 杨再航 桥面系及下构

淮安市轩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8.33 AA 贵金16标 戴逸轩 陈刚 桥梁工程（T梁预制安装）

隆昌腾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8.33 AA 贵金16标 罗吉兵 陶世洪 路基工程：1队

沧州吉泰建筑器材有限公司 98.00 AA 京昆6标 王丙芹 刘智华 满堂支架

贵州仁聚天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8.00 AA 河荔1标 杨胜 郑继狼 路基1队

贵州省久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8.00 AA 纳晴10标 郭军 郭军 暂定7#便道工程施工

陕西利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8.00 AA 京昆6标 王大志 王大志 天桥拆除

习水县富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98.00 AA
G321青山至城关 袁付云 袁付云 路基土石方工程、防排水、涵洞工程施工

镇赫3标 袁付云 袁付云 路基防护工程

昭通安威瓦斯治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98.00 AA 纳晴5标 罗成江 罗成江 兴场隧道前探地质钻孔施工

遵义满源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8.00 AA 贵金16标 严泽军 严泽军 路基工程：3队、砂石料加工运输：2队

贵州航远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97.75 AA

贵金16标 汪细刚 李定文 彩板房及大棚施工

道武1标 汪细刚 陈林 工区彩板房销售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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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远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97.75 AA

六安1标 汪细刚 李定文 彩板房、钢结构大棚施工

贵州遵义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7.67 AA 六安1标 罗远成 吴吉伦 同云互通、K0+3.8～K5+963段路基土石方施工

贵州安捷工程运输有限公司 97.50 AA 六安12标 张胜勇 张胜勇 混凝土运输工程

贵州馨月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97.50 AA
贵金16标 梁建美 陆海 路基绿化防护工程

六安1标 梁建美 陆海 路基绿化施工

云南博泰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7.50 AA 纳晴5标 杨思庄 杨思庄 1#砂石料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杭州天禧公路养护科技有限公司 97.25 AA 宁永路面二标 成海华 成海华 透层、封层及粘层施工

贵州博宏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7.17 AA 宁永路面二标 梁正平 梁正平 隧道混凝土基层

贵州省江口博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 97.13 AA 宁永路面二标 梁正平 梁正平 临建、附属及辅助摊铺

贵阳恒源浩天劳务有限公司 97.00 AA 白云大氧项目 赵发芝 方祥 路面级配水稳

贵州诚信平安劳务有限公司 97.00 AA 贵金16标 李从平 李从明 临建工程：2队、桥梁基础及下构工程(1队）

贵州鼎鑫盛泰劳务有限公司 97.00 AA 纳晴10标 郑仁 郑仁 一工区驻地、1-6#工人驻地、1#钢筋房、1#拌合站临时设施施工

贵州隆腾弘扬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7.00 AA
贵金16标 高腾红 高腾红 桥梁基础及下构工程

六安1标 高腾红 高腾红 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现浇箱梁工程施工

贵州强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7.00 AA 重遵房建35标 周洪财 周洪财 旋挖桩施工

陕西灞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7.00 AA 京昆6标 罗金 罗金 路面工程

重庆数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7.00 AA 京昆6标 邹轩红 汪红林 旧桥加固

衡水磊一路桥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96.75 AA
镇赫路面 安华衣 魏铁柱 防水层

宁永路面二标 魏铁柱 魏铁柱 防水层（含精铣刨）施工

遵义顺创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96.67 AA 贵金16标 丁代玉 丁代玉 一工区防排水工程

贵州诚源运输有限公司 96.42 AA
贵金路面四标 李治君 李治君 混合料运输

宁永路面二标 李治君 李治君 混合料运输

贵州盛钢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6.25 AA 纳晴5标 肖宇 肖宇 2#拌合站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福清市宏利春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6.00 AA 贵平12标 施细命 施细命 贵平12标路基2队

贵州长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96.00 AA 仁遵房建1标 张金刚 施正虎 劳务信誉评价

贵州诚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6.00 AA
瓮开房建项目 康厚卫 陈飞 中坪收费站、花梨收费站、米坪收费站及隧道变电所房建工程

仁遵房建1标 康厚卫 杜鹏鲜 劳务信誉评价

贵州广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6.00 AA 镇赫3标 李祥 毕佳明 桥梁下构

贵州建广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6.00 AA 纳晴18标 颜建光 周金利 桥梁桩基机械成孔工程

贵州苏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6.00 AA 白云景宏工业园项目 郝绍斌 郝绍兵 变压器采购安装

贵州兴黔顺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6.00 AA 贵平12标 余关平 廖清宇 贵平12标临时电力设施

贵州中泰信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6.00 AA

三独养护项目 胡春胜 胡小兵 三独高速公路日常养护、养护工程施工

G321三都抢险工程 胡春胜 胡小兵 新石高速公路K125+950-K80+915段小修保养工程

湖南钦鹏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96.00 AA
六安13标 刘贵阳 支成龙 电力施工

六安12标 支成龙 支成龙 临时电力

吉安市永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96.00 AA 镇赫机电 徐岩溪 段招梁 标志标牌劳务施工

六枝特区应江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6.00 AA 重遵23标 田应江 田应江 人工辅助摊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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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缆索股份有限公司 96.00 AA 西江特大桥 汤亮 张宣 斜拉索制作及安装

遵义卉之丰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96.00 AA 重遵23标 罗小华 曹治波 景观绿化工程

贵州辰茂林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5.83 AA

镇赫3标 陈建 陈建 料场、拌合站

纳晴5标 肖宇 肖宇 2#砂石料场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京昆6标 陈建 肖宇 灰土挤密桩

凤冈县九龙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5.67 AA

纳晴11标 郑以发 冯刚 路基工程

纳晴10标 郑以发 余文洪 新建项目部及二工区部分临建工程

瓮开房建项目 安永超 安永超 冯三收费站房建工程基础、主体、室外工程施工

贵州润和祥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5.67 AA
六安5标 杨茂 汪成海 关岭南互通路基、涵洞、临建工程

贵金16标 杨茂 汪成海 路基工程：2队

上海同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67 AA 重遵23标 王勇 王其振 功能层

思南县创佰艺装饰有限公司 95.67 AA 贵金16标 李英 程道富 涵洞工程：1队

贵州安盛劳务有限公司 95.50 AA 贵金路面四标 徐正彬 徐正彬 摊铺人工辅助

贵州博航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5.33 AA 三独养护项目 谭宪珍 许焱明 三独高速公路物业管理

贵州湄潭兴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25 AA 纳晴5标 陈星晶 张东 2#钢筋棚钢筋集中加工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凤岗县九龙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5.08 AA

六安12标 郑以发 郑以发 桥梁桩 基工程

纳晴11标 郑以发 冯刚 临建，路基施工

瓮开房建项目 郑以发 安永超 承建冯三收费站主体及装修工程

广州达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5.00 AA 广西鹿峰项目 颜嘉欣 颜志浩 青洲柳江特大桥8#墩-24#台桩基

贵州大愚智能工贸有限公司 95.00 AA 镇赫机电 张涛 张涛 交安声屏障工程施工

贵州东方旭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95.00 AA 纳晴19标 郭松 郭松 电力安装

贵州东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5.00 AA 白云景宏工业园项目 尹小霞 徐彪 智能交通

贵州豪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5.00 AA 纳晴5标 胡树勇 胡树勇 桥梁下构（周家寨大桥)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贵州鸿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5.00 AA 镇赫3标 何超 黎德发 钢筋加工

贵州建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95.00 AA 镇赫机电 任小强 杨顺东 监控、通信、收费系统劳务施工

贵州精诚协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5.00 AA 贵金路面四标 郑力 郑力 附属工程

贵州鹏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5.00 AA 贵金16标 缪军 胡洲翔 二工区防排水工程

贵州泰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5.00 AA 镇赫机电 张世超 张世超 路段通信管道工程劳务施工

贵州鑫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00 AA

镇赫路面 刘文华 张儒松 附属工程

重遵房建35标 刘文华 刘文华 隧道涂装工程

重遵23标 刘文华 刘文华 临建及附属工程

贵州兴盛玖豪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5.00 AA
赫六2标 彭哲 彭哲 边沟盖板安装、路肩墙施工、桥台锥坡施工

镇赫3标 彭哲 彭哲 路基防护排水工程

贵州益昇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5.00 AA 六安12标 黄本科 黄本科 桥梁下部结构工程

贵州志义通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95.00 AA
六安5标 陈志义 陈志义 砼加工及运输劳务

河荔1标 陈志义 陈志义 混凝土加工（1#拌合站）

河北锐赢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95.00 AA 重遵23标 刘毅 杨成玉 防水层（含精铣刨）

湖北天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5.00 AA 镇赫3标 赖华元 赖向东 隧道坍塌处理

湖南众福建工有限公司 95.00 AA 六安12标 垄军 刘凤良 混凝土预制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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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统一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95.00 AA 镇赫机电 徐雪宏 张继军 旋洞营、甘家老包隧道机电劳务施工

贵州赵家伟业钢结构有限公司 94.92 A
纳晴11标 赵伟 冯志高 工区彩板房

六安12标 赵伟 王彪 钢结构彩板房

贵州万烁宏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88 A
六安13标 万齐龙 万齐龙 防护，排水涵洞工程

六安12标 万齐龙 万齐龙 防护排水涵洞工程

贵州乐鑫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67 A 重遵23标 黄守想 黄守想 路面混合料运输工程

贵州硕宏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4.67 A 白云大氧项目 肖宇 肖宇 道路工程

贵州旺财盛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94.58 A

纳晴5标 朱绩旺 朱天良 彩板房

纳晴19标 朱绩旺 李贵春 板房、钢筋大棚安装

纳晴18标 朱绩旺 朱天良 驻地活动板房、钢筋大棚安装

贵州恒驰纵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50 A 六安1标 叶松 张志忠 下玉黑特大桥37～38#桥墩、老木包大桥桩基工程施工

贵州路宇路面科技有限公司 94.50 A 白云大氧项目 丁华兴 胡明 沥青混凝土

贵州明曦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4.50 A 镇赫3标 王思军 姚勇 路基防护工程

贵州黔永超物流有限公司 94.50 A 六安13标 杨会 杨会 砂石运输

贵州青云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50 A
纳晴10标 郑水根 郑水根 9#墩微型桩工程、1#钢筋房钻孔压浆等

贵平12标 郑水根 郑水根 贵平12标料场地勘

贵州正德天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4.50 A
镇赫3标 王建生 陈飞 T梁安装

六安12标 王建生 王建生 桥梁上下部结构劳务分包工程

湖北春燕运输有限公司 94.50 A 六安13标 江春娇 江春娇 混凝土运输

广东中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33 A 六安1标 邓楚儒 黄飞龙 桥梁桩基施工

贵州诚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4.33 A 京昆6标 祝朝耀 祝朝耀 路基工程

贵州渝全桩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94.33 A 京昆6标 刘足全 刘足全 桥梁桩基旋挖钻施工

贵州志隆管通建设有限公司 94.33 A 六安5标 肖胜铭 钟勇 电力工程

纳雍县王饶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94.33 A 六安5标 王华龙 王华龙 新店大桥下构工程

陕西道安博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33 A 京昆6标 胡剑 胡剑 梁板预制及安装

习水县博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33 A

鲁巧三分部 胡兴全 袁银涛 K13+015-K23+425段路基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京昆6标 胡兴全 袁开福 路基、涵洞工程

纳晴5标 胡兴全 李永波 防排水、白水河特大桥拱座土石方 

安顺升恒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4.25 A 纳晴20标 段永微 张显康 一号、二号钢筋场钢筋及型钢加工

贵州成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25 A 纳晴19标 李平 何勇 茶马连接线CMK0+000-CMK5+000路基涵洞工程

贵州恒盛仁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25 A 纳晴20标 林茂 张斌 地泗河特大桥16-26号墩下部结构

贵州华瑞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4.25 A 纳晴19标 田维刚 田维刚 茶马连接线CMK13+500-CMK19+139.24路基涵洞工程

贵州弘嘉杰润劳务有限公司 94.22 A
贵金路面四标 王和杰 黄荣海 临建工程

毕节G246项目 王和杰 王和杰 剩余路面无工作面未实施

广西防城港昌和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94.00 A 广西鹿峰项目 钟振 卢品锋 柳江特大桥钢栈桥

贵州宝顺路通劳务有限公司 94.00 A 赫六2标 赵仕军 赵仕军 摩洛2号大桥现浇箱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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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恒旭鑫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00 A 纳晴20标 冉海军 冉海军 二工区主线路基工程、桥梁下构、料场砂石料生产及运输

贵州华夏鸿图科技有限公司 94.00 A 镇赫机电 赵知勇 宋居华 滇黔隧道机电劳务施工

贵州建隧劳务有限公司 94.00 A 六安12标 杨琪 杨琳 K112+180～ZK112+535段土石方工程和犀牛洞隧道进口

贵州科华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4.00 A 镇赫机电 叶强 彭正江 高压外线专业分包

贵州路建宇劳务有限公司 94.00 A 白云景宏工业园项目 袁维艺 袁维艺 道路工程

贵州盛丰聚鑫劳务有限公司 94.00 A 六安1标 李楚彬 赵江青 砂石料生产

贵州天龙正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4.00 A 纳晴5标 丁天龙 丁天龙 白水河特大桥桩基工程1队（人工挖孔)劳务分包合同

贵州天元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00 A 镇赫机电 姚俊武 唐勇 标线工程施工

四川仁众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00 A
六安13标 张介 张介 防护，排水涵洞工程

六安12标 张介 杨通文 桥梁桩基劳务分包合同

重庆路意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94.00 A 贵金路面四标 杨孝坤 韦旭辉 绿化一队

安顺永新六合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93.75 A 纳晴20标 林灯发 林灯发 朝阳特大桥下部结构工程

贵州启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3.75 A 六安1标 刘涛 刘关举 路基防护

贵州旭日中升劳务有限公司 93.71 A

六安5标 安明龙 安明龙 临建彩板房、钢筋大棚临建工程

纳晴20标 安明龙 安明龙 驻地建设活动板房、场站大棚建设

重遵23标 安明龙 安明龙 各工区及拌合站活动板房及钢结构大棚安装

宁永路面二标 安明龙 安明龙 活动板房安装

贵金路面四标 安明龙 安明龙 活动板房安装

遵义嘉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3.65 A

镇赫机电 杨成文 吴太红 交安工程波形护栏及隔离栅工程施工

灌平5标 杨成文 刘明堂 小构件预制

贵金16标 杨成文 周麟 涵洞工程（2队）

六安5标 杨成文 郑启军 小型构件预制

贵州人和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93.51 A

镇赫3标 吴启洪 吴启洪 绿化工程

赫六2标 吴启洪 吴启洪 K37+500-K48+148段路基绿化工程施工

纳晴20标 吴启洪 吴启洪 临建及路基边坡绿化

纳晴5标 吴启宏 吴启宏 路基绿化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纳晴19标 吴启洪 张力 临建及主体边坡绿化工程

纳晴18标 吴启洪 吴启洪 临建及路基边坡绿化工程

奉建2工区 吴启洪 周春呈 边坡绿化工程

六安5标 吴启洪 吴启洪 绿化工程

贵金路面四标 吴启洪 吴启洪 绿化三队

六枝特区丹莎劳务有限公司 93.50 A 六安1标 罗斌 魏其双 同云互通抗滑桩施工、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

贵州周宇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3.33 A

纳晴19标 韦广周 韦广周 桥梁上构、T梁预制场及桥面附属工程

纳晴18标 韦广周 韦广周 T梁预制场及桥面附属工程、虎箐丫口特大桥下构工程

贵州鸿德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3.25 A 纳晴20标 宋洪松 尚杰 1号拌和站混凝土加工及运输施工、临建及路基工程

湖南同顺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3.25 A 道武1标 康姣姣 谢林兵 钢筋加工及安装、T梁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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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塘县福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3.25 A

镇赫3标 雷海福 雷海福 T梁预制安装、桥梁上构工程

六安5标 雷海福 雷海福 钢筋加工、1#T梁预制场、下构工程

纳晴5标 雷海福 雷海福 T梁预制及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六安13标 雷海福 雷海福 桥梁上构

贵州绥阳祥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3.17 A
广西鹿峰项目 梁森林 周祥伟 柳江特大桥10#墩-24#台基础及下构、8、9#墩桩基工程

京昆6标 梁森林 周祥伟 桥梁工程

贵州独山齐鸿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3.00 A 六安13标 莫祖建 莫祖建 防护排水，涵洞工程

贵州和谐生态景观有限公司 93.00 A 贵金路面四标 李定友 李相中 绿化二队

贵州科达速迅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3.00 A 纳晴5标 王选彪 王道文 白水河特大桥下构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贵州协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3.00 A 镇赫机电 胡成 田德江 新田、仙人洞隧道机电劳务施工

贵州星河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3.00 A 河荔1标 宋大傲 宋大傲 路基3队

贵州盈信康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3.00 A 镇赫路面 宋大傲 宋大傲 砂石料加工

四川卜凡科技有限公司 93.00 A 镇赫机电 杨川 任勇亮 郭家大营盘隧道机电劳务施工

浙江高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镇赫高速公路第JDA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93.00 A 镇赫机电 王以好 王蜜 哲庄收费站、仙鹅抱蛋隧道专业分包

重庆诺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3.00 A 奉建2工区 温志祥 温志祥 白帝城长江大桥1#桩基旋挖钻施工

重庆鑫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3.00 A 奉建2工区 张力 张力 人工挖孔桩基（除2#主塔）

贵州欣欣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2.85 A

灌平5标 吴伦强 李四川 隧道、路基、涵洞工程

六安13标 吴伦强 吴伦强 路基土石方工程

六安12标 吴伦强 吴伦强 K116+975～K117+235段土石方工程和 笃山隧道劳务分包工程

贵平10标 吴伦强 巫云贵 路基土石方、临建工程

贵州凤祥宇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75 A 六安13标 侯先祥 侯先祥 桥梁下构

贵州虹图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2.75 A

镇赫路面 周波 周刚 摊铺人工辅助

灌平5标 周波 陈开伦 桥梁工程下部构造

纳晴10标 周波 陈开伦 六枝特大桥0-5、16-23号墩下部结构施工

贵州世邦建筑有限公司 92.67 A 六安5标 刘凤连 张亚光 北口村特大桥半幅及五角山大桥半幅桩基工程

贵州筑城华炜劳务有限公司 92.67 A 纳晴5标 周旭 周旭 隧道混凝土面层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瓮安县瑞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67 A 贵金16标 朱前勇 朱前勇 桥梁基础及下构工程（5队）

福建红日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50 A 六安13标 林泉 林泉 路基土石方工程

贵州德尚路通劳务有限公司 92.50 A

奉建2工区 罗洪平 罗洪平 瞿塘峡互通路基工程、防排水、桥梁基坑开挖

纳晴18标 罗洪平 罗洪军 K132+220～K137+138段临建及路基工程

纳晴19标 罗洪平 罗洪平 白沙互通、隧道管养中心路基工程施工

贵州富鑫永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2.50 A 六安5标 周恩勇 周恩涛 二工区桥梁桩基

贵州公路运输设备物资有限公司 92.50 A 奉建2工区 邹成彬 邹成彬 瞿塘峡互通盘扣支架

贵州豪祥顺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50 A 纳晴20标 王豪 王豪 地泗河特大桥14-15号墩下部结构

贵州林都瑞黔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2.50 A 镇赫机电 李连进 王乐乐 交安工程毕威高速门架及护栏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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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融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50 A 河荔1标 田晓洋 侯方 桥梁1队

贵州旭禾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2.50 A 纳晴10标 徐寿讯 徐寿波 六枝特大桥7号墩承台、墩柱及上部空腹式刚构现浇梁施工

永州市建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50 A 纳晴18标 贺建军 贺建军 二工区桥梁桩基人工挖孔及水磨钻工程

织金洪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50 A

镇赫3标 郑洪学 郑洪学 桥梁下构工程

赫六2标 郑洪学 曾军 小槽子2号大桥（左幅3号墩、右幅9墩）上部结构工程施工

贵州宏亿华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2.42 A

镇赫房建 何爱勇 崔勇 绿化工程

镇赫路面 何爱勇 崔勇 绿化工程

六安5标 何爱勇 何爱勇 新桥隧道、K42+215-K42+715段路基、涵洞、临建工程

贵州武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38 A

纳晴10标 周武彪 周武彪 六枝特大桥8#墩桩基施工

六安1标 周武彪 周武彪 同云大桥桩基工程施工

毕节G246项目 周武彪 周武彪 已决算退场

纳晴5标 周武彪 周武彪 鸡坡大桥水磨砖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六安1标 周武彪 周武彪 同云大桥桩基工程施工

贵金16标 周武彪 周武彪 孔桩开挖工程

贵州恒兴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2.33 A 纳晴10标 梁祖义 梁祖义 路基防护工程施工工程。

贵州金满溢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2.25 A 纳晴5标 梁元廷 梁元廷 挡渣墙及运输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贵州图强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92.25 A 奉建2工区 韦广周 韦广周 二工段钢筋加工

湖南冠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2.25 A 同心村新大桥 唐琼 吴合先 路基工程

广西亿东港航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2.00 A 广西鹿峰项目 蒋毅 吴艳纯 青洲柳江特大桥钢栈桥浮台成孔灌注桩

贵州海贵福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92.00 A 赫六2标 桑兆海 桑兆海 桥梁桥面铺装及附属工程施工

贵州黔寒武劳务有限公司 92.00 A 纳晴10标 严再飞 谢登发 1#、2#拌合站混凝土加工及运输

湖北恩施鑫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00 A 河荔1标 田从政 马永胜 隧道1队

云阳县月尚云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2.00 A 奉建2工区 李波 李波 瞿塘峡互通A匝道桥、B匝道桥、D匝道桥、E匝道桥现浇箱梁

四川上游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91.83 A

巫云开A3标 王泽明 王泽明 拌和站混凝土加工运输工程

纳晴19标 王泽明 王泽明 拌合站混凝土加工及运输

纳晴18标 王莉 王泽明 2号拌合站混凝土加工

贵州剀阳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1.75 A
纳晴10标 陈洪品 陈洪品 六枝特大桥6号墩承台、墩柱及上部空腹式刚构现浇梁施工

贵金16标 陈洪品 陈顺德 孔桩开挖工程：2队

云南朵兰实业有限公司 91.75 A 宁永路面二标 郭岳 郭岳 改性沥青加工

织金建洪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91.75 A 纳晴18标 漆杰 漆杰 松林山1号桥、火把坳大桥下部结构施工

株洲中铁建设有限公司 91.71 A

三独养护项目 谭秀聪 杜天然 三独日常养护、物业管理、养护工程施工

六安12标 谭秀聪 陈勤 路基土石方工程、防护排水涵洞工程、隧道工程

花安养护项目 谭秀聪 杜天然 花安高速公路日常养护、物业管理、养护工程施工

巫云开A3标 张思权 张思权 路基工程

三荔小修保养 谭秀聪 杜天然 三荔日常养护、物业管理、养护工程施工

六安13标 张思权 张思权 路基土石方工程

贵黄东出口 谭秀聪 杜天然 G6002贵阳绕城高速公路（尖小段）部分路段日常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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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顺达开拓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91.67 A 纳晴18标 陈家栋 陈家栋 松林山2号桥、花贡互通匝道桥下构工程施工

贵州恒茂合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1.50 A 河荔1标 鲍中楷 李秀金 桥梁‘隧道工程

贵州永胜利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1.50 A 纳晴5标 蒯跃衡 蒯跃衡 桥梁下构（鸡坡大桥)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六盘水朱林劳务有限公司 91.50 A 六安1标 朱炳贵 朱炳贵 临建工程施工、下玉黑特大桥、老木包大桥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

陕西岿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50 A 京昆6标 胡剑 胡剑 梁板预制及安装

贵州望胜志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46 A

赫六2标 廖志刚 廖志刚 桥梁桥面排水工程施工

纳晴11标 廖志钢 李方怀 箐脚1、2号桥桩基工程

贵金16标 廖志刚 廖志刚 桥面排水工程

灌平5标 廖志钢 廖志钢 桥梁工程有组织排水、永久沉降观测点、“三改”工程

贵州繁强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91.33 A

巫云开A3标 邹再娥 冉强 路基工程

纳晴19标 冉强 牟邦 砂石料加工、运输及白沙连接线路基土石方工程

城开A2标 韩洪俊 韩洪俊 钢筋加工

贵州宸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25 A 道武1标 冯韬 王凤旭 洛龙停车区路基土石方工程

贵州建兴劳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17 A 赫六2标 潘兴成 黄兴 徐家坝子大桥上构、小麻窝大桥下构、3号预制场T梁预制及架设工程

贵州民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91.00 A 六安5标 蒋祖成 陈雪峰 九头坡隧道、临建工程

贵州益鸿荣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91.00 A 镇赫路面 刘军杰 刘军杰 混合料运输

衡水宏力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91.00 A 镇赫路面 赵洪展 潘齐秀 伸缩缝

江苏和鼎网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湘西分公司 91.00 A 纳晴10标 陶永刚 詹光云 临建（工区彩板房及钢结构大棚安装）工程

丽江金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00 A 宁永路面二标 郑传金 郑传金 砂石料加工

重庆怡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00 A
巫云开A3标 程依明 程依明 临建工程

奉建2工区 程依明 程依明 互通抗滑桩护壁、挡土板修饰

宁乡县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0.88 A
奉建2工区 李新春 李新春 白帝城大桥2#、3#主塔工程、重力锚浇筑工程

锡绣大桥 李新春 杨威 桥梁临建、下部构造、上部构造工程

湖南贵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 90.75 A
灌平5标 唐中明 唐中明 桥梁桩基工程

六安13标 唐中明 唐中明 桥梁孔桩开挖

重庆顺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0.75 A 奉建2工区 宋鸿 宋鸿 爆破服务

贵州浩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0.63 A
六安1标 陈培顺 黄小顺 砂石料生产

道武1标 陈培顺 陈培顺 砂石料加工一队

广西环江工投混凝土有限公司 90.50 A 河荔1标 覃金字 张海书 混凝土加工（7#拌合站）

重庆创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0.50 A 巫云开A3标 秦开兵 秦开兵 便道工程

重庆巨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0.50 A
纳晴18标 谢国忠 谢国忠 一工区桥梁桩基人工挖孔及水磨钻工程

巫云开A3标 谢国忠 谢国忠 桩基及抗滑桩工程

闽岚路路通（平潭）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0.48 A

奉建2工区 周兴 周兴 白帝城隧道进口

纳晴19标 周兴 高体健
老鹰岩隧道出口、小马厂隧道进
口、K138+680-K140+150段路基
工程

灌平5标 周兴 薛万超 隧道工程

城开A2标 周兴 周兴 城口隧道

纳晴18标 周兴 周兴 老鹰岩隧道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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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明翔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0.38 A

纳晴5标 张翔 冉交龙 白马洞隧道（进口端）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赫六2标 张翔 陈登国 大山隧道、大坪子1号隧道及大坪子2号隧道隧道工程

广西鹿峰项目 张翔 张翔 19-2#便道施工

贵阳市乌当区建湖鑫劳务有限公司 90.25 A 纳晴5标 黄建华 黄建华 路基1队

贵州华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0.25 A 纳晴10标 周选良 郑仁 路基工程施工

贵州鑫鑫力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0.25 A 奉建2工区 李家聪 李家聪 桥梁桩基人工挖孔、机械旋挖工程

贵州黔太宇劳务有限公司 90.17 A

纳晴18标 曾令宇 曾令宇 二号钢筋场路基及桥梁钢筋加工

城开A2标 曾令宇 曾令宇 任河特大桥城口岸引桥基础及下部构造

纳晴19标 曾令宇 曾令宇 桥梁基础及下构工程

贵州鸿跃腾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0.04 A

纳晴20标 曾鸿 曾鸿 地泗河特大桥0-13号墩下部结构

赫六2标 曾鸿 曾波 大坪子大桥上部结构施工

纳晴10标 曾鸿 曾鸿 六枝特大桥8号墩承台、墩柱及上部空腹式刚构现浇梁施工

六安1标 曾鸿 杨杰 桥梁工程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

广西柚烁劳务有限公司 90.00 A 灌平5标 李正海 李正海 涵洞工程

贵州邦盛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90.00 A 道武1标 秦明帮 章德本 路基土石方三队工程

贵州定波通达工程有限公司 90.00 A 纳晴10标 吴 波 吴 波 T10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植物防护及复绿工程

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 90.00 A 镇赫房建 张运松 王凤峰 钢结构制作安装

黑龙江世淼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0.00 A 纳晴10标 余世淼 赵吉华 二工区临建工程施工

南充市宏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0.00 A 赫六2标 田洪庆 杨晓关 2号预制场T梁预制及安装

贵州祥泰友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9.96 B

纳晴19标 刘猛 刘猛 桥梁、路基钢筋加工、底下寨下构工程

纳晴18标 刘猛 刘猛 虎箐丫口特大桥（25-32#墩）及烟地包大桥下部结构施工

城开A2标 刘猛 刘猛 桥面系工程及L匝道5#桥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

贵州华盈茂业劳务有限公司 89.88 B
纳晴5标 陈平 陈平 白马洞隧道（出口端）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镇赫3标 陈蜜 陈蜜 路基土石方工程

贵州高强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89.75 B 纳晴10标 肖庆高 吴世菊 六枝特大桥9#墩桩基、基坑防护工程施工

贵州梓鑫诚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9.75 B 灌平5标 冯国平 冯国平 混凝土拌和运输

核工业（桂林）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89.75 B 灌平5标 王飞 李泳华 桩基工程

桐梓县志刚劳务有限公司 89.75 B 六安1标 杨志刚 尚洪俊 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

印江文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9.75 B 灌平5标 张丰 张丰 涵洞工程

福建省宏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9.50 B 道武1标 黄莲信 陈晓斌 路基土石方二队

贵州梓豪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89.50 B 灌平5标 彭琴 方国梁 混凝土拌和运输

纳雍县浩鑫劳务有限公司 89.50 B 纳晴5标 邹仕文 邹仕文 桥梁桩基工程2队（人工挖孔)劳务分包合同

贵州皇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9.33 B 灌平5标 杨欢 杨欢 绿化施工

贵州辉煌永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9.25 B 道武1标 夏发勇 夏发勇 桥梁基础及下构二队

贵州江凌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9.00 B 灌平5标 李平 张凯 路基工程、涵洞工程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89.00 B 西江特大桥 王员根 何新生 钢结构制作及安装

重庆西伯乐斯楼宇工程有限公司 89.00 B 镇赫机电 符忠海 左超 滇黔隧道消防专业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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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巨力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8.88 B
纳晴11标 杨国东 王海利 桥梁上构施工

灌平5标 杨国东 王海利 箱梁预制安装

贵州兴长盛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88.81 B

纳晴5标 陈健 陈健 兴场隧道、木匠箐隧道、1#拌合站

镇赫3标 李峰 吴正明 隧道工程

道武1标 林仁强 林炳金 子母岩隧道出口端工程

贵金16标 林仁强 林仁强 隧道工程：平坝乡隧道

贵州义胜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8.75 B 灌平5标 吴发义 吴发义 涵洞工程

黑龙江省世淼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8.58 B

纳晴10标 余世淼 余世祥 黄土坡隧道工程

灌平5标 余世淼 余世祥 隧道工程

纳晴20标 余世淼 余发强 隧道（江西坡隧道出口端2500米范围）

贵州顺天诚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8.50 B
六安5标 刘国忠 刘国忠 2#T梁预制场

六安5标 刘国忠 刘国忠 2#钢筋加工房

贵州顺源荣达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88.50 B 道武1标 刘江川 刘江川 边坡防护二队

贵州鑫鑫俊达劳务有限公司 88.50 B 纳晴10标 梁远俊 梁远俊 六枝特大桥1、2、3#墩桩基施工

贵州永正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8.50 B 城开A2标 周永林 周永林 沱溪河大桥、覃家河大桥基础及下部构造、T梁预制及安装工程

江口县鑫旺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88.50 B 奉建2工区 任建军 任建军 白帝城大桥南岸引桥、匝A桥下部结构工程、瞿塘峡互通现浇箱梁工程

贵州骏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8.25 B
纳晴5标 王伟 林小云 陈家寨隧道（进口端）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赫六2标 林小云 林小云 威奢隧道隧道工程施工

贵州贵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8.00 B 纳晴18标 刘海仙 陶松林
K129+727～K132+220项目起点至
火把坳隧道进口路基工程

贵州诚乾嘉业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87.75 B
纳晴11标 李成燃 李发言 砂石料加工运输工程

纳晴10标 李成燃 李发言 纳晴T10标砂石料加工及运输

贵州驰旺劳务有限公司 87.75 B 灌平5标 李光绪 刘义 桥梁下部构造施工

纳雍县兴业成工程有限公司 87.75 B 同心村新大桥 邹业成 邹业成 桥梁工程

贵州易丰众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7.67 B 纳晴10标 易修明 易修明 六枝特大桥9号墩承台、墩柱及上部空腹式刚构现浇梁施工

贵州梅澜劳务有限公司 87.50 B
河荔1标 宋梅 秦东国 路基2队

河荔1标 宋梅 秦东国 路基2队

贵州银坤劳务有限公司 87.50 B 灌平5标 向洪江 向洪江 钢筋加工工程

湖北辉创重型工程有限公司 87.50 B
纳晴5标 戴辉 张凡 白水河特大桥钢结构制作及安装劳务分包合同

镇赫3标 戴辉 何苗 钢箱梁加工及安装

贵州成通工程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87.40 B

六安5标 杨成琴 杨成林 猴子坡隧道、李子树隧道、K41+307-K42+215段路基工程

赫六2标 赵治兰 杨邦权 新家隧道隧道工程施工

六安1标 杨成琴 杨成刚 蔡家坡隧道进口端施工

纳晴11标 杨成琴 杨成刚 黄土坡隧道出口端施工

贵金16标 杨成琴 唐超 将军岩Ⅱ号隧道、将军岩I号隧道，砂石料加工

贵金16标将军岩1#隧道 杨成琴 唐超 将军岩I号隧道

贵州继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7.25 B 道武1标 王丽云 王丽云 边坡防护一队

贵州铭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7.00 B 鲁巧三分部 马静 罗奇海 路基防护工程和涵洞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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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86.75 B 六安1标 高进权 高进权 同云互通抗滑桩施工

贵州巨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6.75 B

道武1标 李从平 李江 桥梁基础及下构六队

纳晴10标 李丛平 安明松 六枝特大桥10-15号墩下部结构、2号钢筋加工工程

重庆黔匠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6.67 B 巫云开A3标 史军泽 姚国洪 边坡绿化工程

贵州鼎构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6.25 B
纳晴20标 王瑞峰 王冰 一、二工区桥梁桩基人工挖孔及水磨钻工程

巫云开A3标 王冰 王冰 桩基及抗滑桩工程

贵州浩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6.25 B 道武1标 田时清 范贤科 现浇箱梁工程

成都宇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6.00 B 纳晴18标 李玉英 罗洪军 老鹰岩隧道进口端工程施工

贵州万政辉煌劳务有限公司 85.88 B
六安1标 吴万政 吴迪 上玉黑桥基础及下部构造、-YK0+003.804～YK7+780(-ZK0+003.583～ZK7+770)段涵洞、挡土墙施工

道武1标 吴万政 吴万政 桥梁基础及下构四队

贵州勇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5.75 B 道武1标 吴贵勇 顾怀虎 边坡防护三队

六枝特区奔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85.50 B 六安1标 王华林 王华林 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

重庆凤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5.50 B 巫云开A3标 朱冬平 朱冬平 路基工程

贵安新区邦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5.00 B

巫云开A3标 宋洪松 宋洪松 路基工程

纳晴20标 黄学江 黄学江 岭岗隧道工程、江西坡隧道进口端1500米范围工程施工

重庆科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4.31 B

纳晴19标 刘晓进 刘亚东 桥梁桩基人工开挖及机械冲孔工程

巫云开A3标 刘晓进 刘晓进 桩基及抗滑桩工程

城开A2标 刘晓进 刘晓进 A匝道1#桥、C匝道桥、D匝道桥现浇箱梁施工

贵州黔龙宏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4.00 B 六安1标 王大武 张焕文 K5+963～K7+780段路基土石方施工

贵州康亿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83.75 B 道武1标 黄坤 黄坤 桥梁基础及下构三队

重庆市君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83.75 B 巫云开A3标 刘洪君 刘洪君 桩基及抗滑桩工程

贵州实力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82.33 B 道武1标 罗时俊 罗时斌 路基抗滑桩及桥梁桩基开挖二队

贵州道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82.00 B 道武1标 韩国建 平浪 桥梁基础及下构五队

湖南省中南桥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2.00 B 纳晴5标 杨世湘 贾满仓 白水河特大桥主桥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瓮安县通华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80.25 B 巫云开A3标 张有华 张有华 钢筋加工工程

贵州黔融坤宝劳务有限公司 80.00 B 道武1标 陈平华 俞亮 洛龙隧道工程施工

柳州大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9.75 C 灌平5标 唐大壹 魏桂林 路基工程

四川福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9.67 C 巫云开A3标 漆刚 漆刚 桥梁下构工程

贵州永扶胜起劳务有限公司 79.29 C

道武1标 罗胜 罗胜 桥面附属工程

六安1标 罗胜 邱莉 钢筋加工及安装

贵金16标 罗胜 罗胜 桥面附属工程：1队

贵州智悦飞扬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78.38 C
重遵房建35标 黄金玉 吴杰 房建主体工程（土建部分）二队

镇赫房建 黄金玉 蒙中林 房建工程

遵义永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78.38 C
巫云开A3标 胡志伟 胡禹风 桥梁下构工程

城开A2标 胡志伟 胡志伟 总体桥面系

贵州福盈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7.50 C 六安1标 吕芬 陈梦燚 钢筋加工及安装

四川省豪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77.25 C 纳晴11标 胡康明 骆平 桥梁下构及钢筋加工

贵州德勤达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76.50 C 纳晴5标 杨川 苏德孟 木匠箐隧道（出口端）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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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众友杰昊劳务有限公司 75.67 C 道武1标 张协 张协 桥梁基础及下构七队

绥阳县钒旭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75.50 C 灌平5标一工区 王成忠 罗文伟 路基、涵洞、桥梁工程

贵州楚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5.00 C 重遵房建35标 罗永成 林祥 房建主体工程（土建部分）一队

四川卓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4.00 C 鲁巧三分部 冯金才 李红波 新坪隧道劳务分包合同

贵州远鑫万翔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72.63 C
六安1标 李由军 潘丽冬 蔡家坡隧道出口端、大坡隧道施工

纳晴11标 李由军 孙泽明 箐脚隧道进口端施工

贵州黔工智恒建筑有限公司 70.35 C

纳晴19标 李朝廷 李朝廷 临建及路基土石方工程

纳晴18标 李朝廷 何勇富 一工区桥梁桩基人工挖孔及水磨钻工程

纳晴20标 李朝廷 何勇富 二工区桥梁桩基人工挖孔及水磨钻工程

城开A2标 李朝廷 李朝廷 临时工程、城口互通L匝道4、5#桥基础及下部构造

锡绣大桥 李朝廷 李廷政 临建工程、路基及涵洞工程

贵州熙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9.00 C 六安1标 庄俊科 杨小红 老扁坡隧道施工

贵州怀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8.00 C 赫六2标 陈文康 陈文康 小麻窝大桥下构、徐家坝子大桥下构工程施工、桥梁桩基施工

贵州龙霖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7.00 C

六安5标 周仕文 周仕文 K44+411-K47+985段路基、涵洞、临建工程、上关隧道

巫云开A3标 周仕文 周仕文 路基工程

纳晴18标 周仕文 邓仁亮 花贡隧道工程施工

镇赫路面 周仕文 周仕文 矿粉加工

纳晴19标 周仕文 王杰 小马厂隧道出口（总长1/2）

贵金路面四标 周仕文 卢文华 砂石料加工

鲁巧三分部 周仕文 邓红亮 青山隧道进口 劳务分包合同

贵州诚信豪健劳务有限公司 66.75 C
六安1标 安明松 安明松 彩板房销售安装、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

道武1标 安明松 安明松 彩板房、钢结构大棚安装

贵州裕通泰实业有限公司 66.50 C

纳晴10标 谷怀宝 谷怀宝 钢结构防雨棚工程施工

六安12标 谷怀宝 谷怀宝 钢结构雨棚租赁

灌平5标 周若潺 谷怀宝 钢结构大棚

贵金路面四标 谷怀宝 谷怀宝 钢结构大棚租赁

贵州众友汇鑫劳务有限公司 65.00 C 道武1标 张友富 张友富 桥梁桩基开挖、下构一队

重庆祥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56.00 D 赫六2标 俞宏义 田龙劲 伍家湾隧道及魏家地隧道隧道工程施工

福州鑫祥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34.50 D 灌平5标一工区 林功生 罗文伟 隧道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