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河北省2022年度监理信用评价参评企业名单公示
序号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参与项目名称 参与项目等级 监理合同额

参与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

备注 上报地市

1 北京福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G339京台高速吴桥出口至衡水界段改建工

程
一级公路 259万元 改扩建 沧州

2 北京港通路桥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G205盐山县绕城段改建项目 一级公路 225.5万元 新建 沧州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 一级公路 180.5万元 新建 保定

3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 高速公路 1716.16 新建 交投

4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 高速公路 1868 新建 交投

5
沧州交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原名称：沧州市公路工程监理中

公路工程甲级 津汕高速公路增设南大港出口连接线工程 高速公路 205万元 新建 沧州

6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李家
营）至平谷（冀京界）段监理驻地2标段

高速公路 1891.2 新建 承德

7 贵州陆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 一级公路 721.5万元 新建、改扩建 沧州

8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 一级公路 940万元 新建 沧州

9 邯郸市路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乙级
冀·津（涉县·天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邯
钢迁建配套Y208龙西路和YSXH田北路改建工程

一级 299.382 改扩建 邯郸市

10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赤峰至曹妃甸公路滦州至青坨营段工程 一级公路 1233万元 新建 唐山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HGZD3（驻
地办三标）合同段

高速公路
694.4496万

元
新建 联合体 衡水

国道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 一级公路
2537.0136万

元
新建 秦皇岛

国道G102线卢龙城关至十八里铺改线工程 一级公路 567万元 新建 秦皇岛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高速公路
2251.326万

元
新建 秦皇岛

11 河北德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 G106 馆陶绕城段改建工程施工JL-1总监
办

一级公路 924.1024 改扩建 邯郸市

12 河北浩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HGZD3（驻

地办三标）合同段
高速公路

694.4496万
元

新建 衡水

13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HGZD2（驻
地办二标）合同段

高速公路 658万元 新建 衡水



13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G339滨州港至榆林公路冀州至邢台界段改

建工程
一级公路 11885918 改扩建 衡水

省道S337香坊至平山公路崔家庙至阜城段改建
工程

一级公路 10291029 改扩建 衡水

14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钳屯弯道至老夏安线
段建设工程

一级公路 16620000元 新建 廊坊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 高速公路 1614.2926 新建 交投

15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HGZJ（总监
办）合同段

高速公路
2280.605万

元
新建 联合体 衡水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费公路工
程监理总监办

一级公路 1311 新建 邯郸市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漳河大桥邯郸段 高速公路 111.04 新建 交投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 一级公路
132.8106万

元
新建 保定

16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永清县东部片区乡道改造工程 二级公路 1335000元 改扩建 廊坊

17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费公路工
程施工监理

一级公路工程 513.567 新建 邯郸市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李家
营）至平谷（冀京界）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高速公路 2651.4 新建 承德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 高速公路 2145.6777 新建 交投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总监办 高速公路 1055.6789 新建 石家庄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工程 高速公路 1567.8888 改扩建 高速集团

18 河北四方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省道S542元氏至赞皇公路赞皇段改建工程南水
北调大桥

一级公路 179.02 改扩建 石家庄

太行山高速涞源至曲阳白石山互通连接线 二级公路 77.98万元 新建 保定

19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李家
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高速公路 1762.5 新建 承德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 高速公路 1505.7531 新建 交投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3 高速公路 1033 新建 石家庄

20 湖南长顺管理项目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 一级公路
1152.899万

元
新建、改扩建 沧州



21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路）堂二

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一级公路 7910000元 改建 廊坊

22 山东省德州市交通工程监理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4 高速公路 966 新建 石家庄

23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HGZD1（驻
地办一标）合同段

高速公路
690.0180万

元
新建 衡水

国道307晋州绕城改建工程 一级公路 516 新建 石家庄

钢城路滹沱河大桥工程 一级公路 150.0666 改扩建 石家庄

省道S249贾村至灵寿县城南环段改建工程 一级公路 305 改扩建 石家庄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1 高速公路 1085 新建 石家庄

24
唐山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迁曹高速公路京哈高速至沿海高速段互通连接
线工程

一级公路
322.2392万

元
新建 唐山

25 天津路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2 高速公路 684 新建 石家庄

26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交监公甲第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 高速 1614万元 新建 总监办 张家口

27 邢台华辰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G107内丘县城绕城改建工程 一级公路 303.88万元 改扩建 邢台

28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交监公甲第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 高速 2000万元 新建
第一监理
分部

张家口

29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公路工程甲级
（交监公甲第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 高速 1600万元 新建
第二监理
分部

张家口

30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国道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费公路工
程施工监理ZD2

一级公路 455.28 新建 邯郸市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李家
营）至平谷（冀京界）段监理驻地3标段

高速公路 1700.5 新建 承德

省道S223外金线凤山至金台子段改建工程施工
监理

二级 958 改建 承德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 高速公路 1430.86 新建 交投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 一级公路 720.86万元 新建 沧州

31 中交远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HGZJ（总监
办）合同段

高速公路
2280.605万

元
新建 衡水

省道S237大边公路邱县段改建工程 一级路 503.12万元 改扩建 邯郸市



32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甲级
北运河廊坊段旅游通航工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香河县安石路（运河大道一冀京界段）建

设工程

一级公路 18083668元 新建 廊坊

33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甲级

S529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程 二级公路 110.46万元 改建 保定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 一级公路 258.5万元 新建 保定



附件4

河北省2022年度监理信用评价参评监理人员名单公示

序号 姓名 监理工程师     证书号 所在企业名称 所在项目名称及合同段 监理岗位  名称 岗位起始  时间

1  张彦 JGZ0935390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路基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10.11

2 安景锋 20200904813000000250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3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7.26至今

3 安宁宁  JGJ1939902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副总监理工程师

2020.5.30/2022.10.2
2

4 白金厚 JGJ0719264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8.12.20 ~ 
2022.12.05

5 白利国 JGZ1457070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安全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1-06-11 ~ /

6 白岩飞 JGZ1457157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4总监办
安全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2.2.14

7 蔡冲 JGJ1336545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国道G339滨州港至榆林公路冀州至邢

台界段改建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22.2.24

8 蔡兰海 JGJ1336510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3标段

施工监理
路面监理工程师 2022.01.01

9 蔡明智 JGJ1336524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2

10 蔡永香 20210504813000003004
沧州交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

名称：沧州市公路工程监理中心）
津汕高速公路增设南大港出口连接线

工程
总监

2022.06.15-
2022.12.30



11 常红 20200904813000000889 北京港通路桥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道G205盐山县绕城段改建工程 总监 2021.03.15

12 常庆印 JGJ0923195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副总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13 陈非 20200904813000001566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一标段) 副总监 2021.7.15

14 陈继奎 JGZ1040662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路基工程师 2021年5月15日

15 陈金芳 20200904813000001380 邢台华辰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7内丘县城绕城改建 工程 桥梁工程师 2022/3/25

16 陈立岗 JGJ1336555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2线卢龙城关至十八里铺改线

工程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17.07.04 ~ 至今

17 陈鹏展 JGZ1040608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钳屯弯道至

老夏安线段建设工程，全线
桥梁工程师 2022/6/6

18 陈爽 JGJ0719266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2线卢龙城关至十八里铺改线

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7.07.04 ~至今 

19 陈育新 JGJ1131028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5总监办
副总监理  工程师 2020.11.30

20 程荣礼 JGZ1353609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1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7.1至今

21 池学梅 JGZ1248271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试验室主任 2022-08-11 ~ /

22 崔付岗 JGZ1252131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2标段

施工监理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07.20



23 崔军锋 JGJ1939953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2（驻地办二标）合同段
副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1年12月11日

24 崔少贤 20200904813000000407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安全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25 崔霞 20210504813000000643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永清县东部片区乡道改造工程 副总监 2021/12/31

26 崔永森 20200904813000002379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2（驻地办二标）合同段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1年12月11日

27 崔志民 JGZ1248065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隧道监理工程师 2021-06-11 ~ /

28 戴桂倩 20200904813000000526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2

29 单佳丽 JGZ1248276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2线卢龙城关至十八里铺改线

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7.07.04 ~ 至今

30 丁原明 JGZ1147584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31 丁振涛 JGJ0923001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0.5.29

32 董文清 JGZ1147055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合同计量  监理工程

师
2021.10.12

33 董亚静 JGJ1438709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省道S249贾村至灵寿县城南环段改建

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2.6.1至今

34 董玉环 JGZ0625101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35 杜兵民 JGJ0508354 河北四方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省道S542元氏至赞皇公路赞皇段改建

工程南水北调大桥
总监理工程师 2021.9.1至今

36 杜林浩 JGJ1233987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37 杜天博　 JGJ1027058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施工监理ZD3驻地办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19.7

38 方崇彬 JGZ1960631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1.12.3

39 费春生 JGJ1131041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交安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40 冯建敏 20200904813000000453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副总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2

41 冯君健 JGJ0923132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1.6

42 冯兴环 JGJ1939900(道路与桥梁)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1.6

43 冯玉国 JGZ0626147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4.26

44 冯志刚 JGJ1233991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路面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45 付君义 20210504813000002212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一标段) 桥梁 2021.7.15

46 高建波 JGZ1353610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省道S249贾村至灵寿县城南环段改建

工程
桥梁监理工程师 22.6.1至今



47 葛建松  JGZ1248303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省道S337香坊至平山公路崔家庙至阜

城段改建工程
副总监理工程师 2022.2.24

48 耿立军 JGZ1353540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1 试验室主任 2022.7.1至今

49 耿众 JGZ1457064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4总监办
合同计量  监理工程

师
2020.5.29

50 谷进会 JGJ1233996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合同计量  监理工程

师
2020.5.30

51 谷军雷
20200904813000000387(

交通运输)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隧道工程师 2021.11

52 谷学彬 JGJ1438693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钳屯弯道至

老夏安线段建设工程，全线
总监 2022/6/6

53 郭建东 JGJ1027109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副总监理  工程师 2021.5.31

54 郭健 JGJ20210504813000001852 河北浩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路面工程师 2022年12月22日

55 郭立哲 20210504813000000104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永清县东部片区乡道改造工程 测量工程师 2021/12/31

56 郭永斌 20210504813000002625 北京港通路桥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二标段)

57 郭玉涛 JGJ1438310 中交远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J（总监办）合同段
副总监 2021年10月12日

58 韩晓峰 JGZ0936308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59 韩永强 JGJ0923163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60 韩永强 JGJ0923163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1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9.17至今

61 韩玉娟 JGZ1248215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路基路面工程师 2019/1/1

62 杭胜利 JGZ1961718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5.30

63 何春林 JGJ1438715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合同监理工程师 2021-06-11 ~ /

64 侯俊太 JGJ193956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邯郸段HDJL3总监

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22.2.25

65 侯晓光 JGZ0413713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路基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66 侯玉良 JGJ0104450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08.19 ~ 至今

67 候力文 20210504813000000548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3 安全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2.7.26至今

68 胡国宁 JGZ1960621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1.3.24

69 胡素敏 JGJ0406013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1 桥梁工程师 2022.11.1至今

70 胡月 JGJ0508379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路基工程师 2021.6



71 花成雨 20210504813000002823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总监办 环保安全监理工程师 2022.7.26至今

72 黄文强 JGJ0508381 河北四方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太行山高速浃源至曲阳白石山互通连

接线(总监办)
总监 2020.6.15

73 黄文孝 JGJ0613262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监理分部负责人 2020.02.28

74 惠爱迎 JGJ0508382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合同计量  监理工程

师
2021.12.1

75 季丰 JGJ1027098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副总监 2022.08.19 ~至今 

76 贾晓昭 20200904813000001468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
程(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

工程施工监理)
桥梁 2021.5.20

77 江丽莎 JGJ1939922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合同计量  监理工程

师
2020.5.29

78 姜维阁 JGZ0936228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路基监理  工程师 2021.10.12

79 靳明辉 JGJ1336519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4驻地办
合同工程师 2021.11

80 靳永贵 JGZ0935236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4总监办
测量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81 靳振波 JGJ0613272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总监理    工程师 2020.8.3

82 景凤英 JGJ1438719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试验室主任

2021-06-11 ~ 2022-
8-10



83 康生 JGZ1248589 唐山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迁曹高速公路京哈高速至沿海高速段

互通连接线工程总监办
合同计量监理工程师 2022.10.1至今

84 李  倩 JGJ1336512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道G235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监理ZD2驻地办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0.7

85 李建明 JGZ1248331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试验检测工程师 2019.10.14

86 李江伟
JGJ1939903/造价甲级

1413010079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合同工程师 2021.6

87 李敬恩 JGJ1131060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结构工程师 2021.6

88 李军锐 JGJ1939932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5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1.01.14

89 李君甫 JGJ0508401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安全工程师 2021.6

90 李立辉 JGJ1236153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ZJ

合同总监办
安全环保工程师 2021.12

91 李林芳 JGJ1234020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J（总监办）合同段
总监理工程师 2021年3月12日

92 李盟 JGJ1941296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副总监理  工程师 2021.8.3

93 李全勤 JGZ1459829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5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1.01.07

94 李仁魁 20210504813000003027
沧州交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

名称：沧州市公路工程监理中心）
津汕高速公路增设南大港出口连接线

工程
计量支付、合同管理

工程师
2021.09.01-
2022.12.30



95 李日东 JGZ0732137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测量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96 李三平 JGJ1234022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三标段) 总监 2021.7.15

97 李士通 JGJ1939933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监理总监办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0.12

98 李素杰 20210504813000000394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1 测量工程师 2022.11.1至今

99 李伟 JGJ1234024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副总监理  工程师 2022.6.20

100 李晓军 JGJ1336526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ZJ

合同总监办
副总监理工程师 2021.07

101 李艳东 JGJ1027160 贵州陆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1标段

施工监理
路面监理工程师 2020.06.04

102 李永峰 20210504813000000265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总监办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7.26至今

103 李志军 JGZ1248348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路面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9.06.23

104 李志强 20210504813000001759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邯郸段HDJL3总监

办
安全监理  工程师 2022.2.25

105 炼丽君 JGJ1336577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测量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106 梁利辉 JGJ1941074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结构工程师 2021.6



107 廖爱华 JGJ0613285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12.01 ~至今 

108 廖威威 JGZ1457723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J标段施

工监理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0.03.10

109 刘海芳 JGJ1336431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钢城路滹沱河大桥工程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8.2至今

110 刘宏伟 JGJ1337933 中交远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省道S237大边公路邱县段改建工程、

监理标段
总监理工程师 2020.9

111 刘建辉 JGJ1234033 唐山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迁曹高速公路京哈高速至沿海高速段

互通连接线工程总监办
总监 2022.10.1至今

112 刘京涛 20200904813000001639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
程(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

工程施工监理)
路面 2021.5.20

113 刘军锋 JGJ0407896 邯郸市路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冀·津（涉县·天铁）循环经济产业
示范区邯钢迁建配套Y210龙西路和

YSXH田北路改建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12.31

114 刘矿军 JGJ0923109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邯郸段HDJL3总监

办
合同监理工程师 2022.2.25

115 刘矿军 JGJ0923109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监理总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19.5

116 刘亮 JGZ1040561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5总监办
路基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117 刘清华 JGZ1144764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一标段) 安全 2021.7.15

118 刘权 JGJ1939929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邯郸段HDJL3总监

办
测量监理  工程师 2022.2.25



119 刘书旺 JGZ1144671 北京港通路桥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道G205盐山县绕城段改建工程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03.15

120 刘双九 JGZ1457048(道路与桥梁)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测量工程师 2021.8

121 刘玺章 JGJ1027032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4总监办
总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122 刘向洪 20200904855000001448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运河廊坊段旅游通航工程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香河县安石路（运河大

道一冀京界段）建设工程
总监 2021/6/1

123 刘兴剑 20210504813000003636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国道G339滨州港至榆林公路冀州至邢

台界段改建工程
副总监理工程师 2022.2.24

124 刘洋 20210504813000000327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总监办 桥梁工程师 2022.7.26至今

125 刘颖 JGZ0626012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环保,安全工程师 2019/1/1

126 刘增君 JGJ1027100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8.12.20 ~ 
2022.12.05

127 刘长建 JGJ1939954 中交远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省道S237大边公路邱县段改建工程、

监理标段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0.9

128 刘志忠 JGZ0210869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桥涵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01.03

129 刘仲国 JGZ1040667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交通安全工程师 2022年7月15日

130 卢凤岭 JGJ1026983
沧州交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

名称：沧州市公路工程监理中心）
津汕高速公路增设南大港出口连接线

工程
桥梁工程师

2021.10.14-
2022.12.30



131 栾春来 JGJ0719271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 总监 2018.12.20 ~ 至今

132 栾国红 JGJ1027080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2.5.29

133 罗美娟 JGZ1252860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总

监办
测量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134 吕会然 JGJ1234040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三标段) 桥梁 2021.7.15

135 吕少飞 20200904813000000083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307晋州绕城改建工程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9.30至今

136 麻海峰 20210504813000000594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永清县东部片区乡道改造工程 总监 2021/12/30

137 马安平 JGZ0625155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路基工程师 2021.6

138 马飞 JGZ1960619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139 马龙 JGJ1939952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路面工程师 2021年5月15日

140 马亚平 JGZ1040614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5.30

141 马云飞 JGZ1960660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测量监理工程师 2021-06-11 ~ /

142 梅春柳 JGZ1248379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一标段) 合同 2021.7.15



143 梅振鹏 JGJ1131077 北京港通路桥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二标段)

144 孟祥拓 JGZ1457060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隧道工程师 2021.6

145 米庆左 JGJ0617382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J标段施

工监理
总监 2020.03.01

146 明庆辉 JGJ0617920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赤峰至曹妃甸公路滦州至青坨营段工

程总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19.09.07至
2022.10.26

147 明智勇 JGZ0417305 重庆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运河廊坊段旅游通航工程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香河县安石路（运河大

道一冀京界段）建设工程
桥梁工程师 2021/6/1

148 倪宝书 JGJ1438697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2（驻地办二标）合同段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1年12月11日

149 宁进中 JGZ1960677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4驻地办
路面工程师 2021.11

150 牛媛 JGJ1939908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2

151 潘耀东 JGZ1145051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总

监办
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152 庞游洋 JGJ1027144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合同计量监理工程师 2019.04.03

153 齐军战 JGZ1961609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307晋州绕城改建工程 副总监理工程师 2020.10.19至今

154 齐立杰 JGJ1336528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2



155 齐雪 JGZ1144778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环保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156 齐印 20200904813000000517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1.12.1

157 祁海利 20210504813000001444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8.3

158 乔建鑫 JGJ1234048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22/2/21

159 秦运强 JGJ1027064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副总监理  工程师/总

监理工程师
2020.5.30/2022.10.2

2

160 邱贺立 JGJ1131084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2线卢龙城关至十八里铺改线

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7.07.04 ~ 至今

161 任楷 JGJ1027040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1

162 任添厉 20210504813000001019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1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ZJ

合同总监办
办试验室主任 2021.12

163 任毅 JGJ0922919 北京福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339京台高速吴桥出口至衡水界

段改建工程
总监 2022.06.01

164 任志锋 20210504813000001785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邯郸段HDJL3总监

办
试验监理工程师 2022.2.25

165 戎仕腾 20200904813000000397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1 桥梁工程师 2022.7.1至今

166 尚仁新 JGJ0405504 山东省德州市交通工程监理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4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7.31至今



167 邵永武 JGZ1353563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监理总监办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19.5

168 申安平 JGZ0937727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桥梁工程师 2019/1/3

169 施帅 JGJ1234051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0.10.11

170 施修学 JGJ1438695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总监理    工程师 2021.10.26

171 石  磊 JGZ1040600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监理总监办
交安监理工程师 2020.9

172 石会民 JGJ0613311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太行山高速邯郸段HDJL3总监

办
结构监理工程师 2022.2.25

173 石统宽 JGZ1959854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0.5.30

174 石新征 20200904813000001391 邢台华辰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7内丘县城绕城改建 工程 路基路面工程师 2022/3/25

175 史纪强 JGZ1248408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0.5.29

176 束运鹏 20210504841000000604 河北德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国道 G106 馆陶绕城段改建工程施工

JL-1总监办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2.2

177 宋建立 JGJ1029412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2标段

施工监理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0.03.10-
2022.07.19

178 宋建立 JGJ1029412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2标段

施工监理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07.20



179 宋小键 JGZ1144680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5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0.11.30

180 宋志刚 JGJ0508817 贵州陆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1标段

施工监理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0.06.04

181 苏建岭 JGJ1438704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驻地 2021年5月15日

182 孙冰川 JGJ1438718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道G235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监理ZD2驻地办
隧道监理工程师 2021.3

183 孙红星 JGZ0734674
沧州交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

名称：沧州市公路工程监理中心）
津汕高速公路增设南大港出口连接线

工程
安全、环保工程师

2021.10.14-
2022.12.30

184 孙会玲 JGZ0003005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307晋州绕城改建工程
路基、路面监理工程

师
2020.11.05至今

185 孙佳佳 JGZ1959848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交通安全设施监理工

程师
2022.5.29

186 孙静春 JGZ0935351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8.12.20 ~ 
2022.12.05

187 孙麦成 JGJ1236183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总

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20.3.1

188 孙权方 JGZ0938629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J标段施

工监理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1.12.02

189 孙涛 JGJ0616532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2标段

施工监理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0.03.10-
2022.07.19

190 孙政 JGJ20200904813000001125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试验检测工程师 2021年5月15日



191 唐学花 JGJ1235146 邯郸市路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冀·津（涉县·天铁）循环经济产业
示范区邯钢迁建配套Y214龙西路和

YSXH田北路改建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12.31

192 田新栓 JGZ07311390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4总监办
安全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0.5.29

193 万军强 JGZ1458822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总

监办
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194 王  鹏 JGJ0613889 邯郸市路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冀·津（涉县·天铁）循环经济产业
示范区邯钢迁建配套Y208龙西路和

YSXH田北路改建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20.12.31

195 王东兴
JGJ0508472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总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22.7.26至今

196 王红艳 JGZ0209360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合同工程师 2019/1/3

197 王洪杰 JGJ0616082 山东省德州市交通工程监理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4 安全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2.7.31至今

198 王江远 JGZ0935224 中交远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省道S237大边公路邱县段改建工程、

监理标段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2.3.16

199 王磊 20210504813000001634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08.19 ~ 至今

200 王立军 JGZ1961228 河北德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国道 G106 馆陶绕城段改建工程施工

JL-1总监办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2

201 王立民 JGZ0935368 唐山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迁曹高速公路京哈高速至沿海高速段

互通连接线工程总监办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2.10.1至今

202 王立柱 JGZ1040672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交通安全工程师 2022年11月15日



203 王利博 JGJ1027036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4总监办
交通安全设施监理工

程师
2022.2.14

204 王连振 JGJ1234066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合同工程师 2021.6

205 王攀 20210504813000002237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一标段) 路基路面 2021.7.15

206 王潜 JGZ1961367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J标段施

工监理
副总监 2021.09.16

207 王世芳 JGJ0406026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总监理    工程师 2020.5.30

208 王淑红 20210504812000001144 山东省德州市交通工程监理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4 合同监理工程师 2022.7.31至今

209 王松英 JGZ0207037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路面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9.04.03

210 王文利 JGZ0731407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2

211 王晓飞 JGI1939959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合同监理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212 王晓晶 JGJ1027091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省道S337香坊至平山公路崔家庙至阜

城段改建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22.2.24

213 王雄礼 20200904813000000664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测量监理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214 王修辉 JGZ1040545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2标段

施工监理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06.20



215 王旭 201812001666部批检师 北京恒诺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省道S223外金线凤山至金台子段改建

工程---总监办
试验室主任 2020.3

216 王燕重 JGJ0613339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路面监理工程师 2022.9.5

217 王运朝 JGJ1131099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1.10.12

218 王震 JGJ1028909 山东省德州市交通工程监理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4 安全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2.7.31至今

219 王志兵 JGJ0719281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安全工程师 2021.6

220 王子栋 JGJ1234073 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5总监办
总监理    工程师 2021.11.25

221 危福占 JGZ1248447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222 韦荣成 JGZ0523334 河北四方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太行山高速浃源至曲阳白石山互通连

接线(总监办)
路基路面 2022.10.30

223 未丽红 JGJ1336571 邢台华辰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7内丘县城绕城改建 工程 副总监 2021/11/12

224 魏丽松  JGZ1248448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测量监理  工程师 2020.5.30

225 温振飞 JGJ0923072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省道S223外金线凤山至金台子段改建

工程---总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20.3

226 吴爱民 JGJ0719649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总监理    工程师 2020.11.13



227 吴国华 JGZ1248451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228 吴华太 20200904813000002395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2（驻地办二标）合同段
测量监理工程师 2021年12月11日

229 吴涛 20200904813000000874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08.19 ~ 至今

230 武佳丽 JGJ1131105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副总监兼路基专业

监理工程师
2020.3.1

231 武俊京 JGJ0613347 邢台华辰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07内丘县城绕城改建工程 总监 2020-12-09

232 武涛 JGJ1234077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路面工程师 2021年5月15日

233 武晓勇 JGJ1939901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钢城路滹沱河大桥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21.8.2至今

234 武秀英 20200904813000001786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安全监理工程师 2020.3.1

235 武占成 JGZ1144800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交通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9.04.03

236 席红光 JGJ1939964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试验室主任 2021.6

237 席建伍 JGZ1458973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总

监办
路基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238 夏广凯 JGZ1144803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赤峰至曹妃甸公路滦州至青坨营段工

程总监办
安全监理工程师

2021.04.28至
2022.10.26



239 夏金利 JGJ1939921 河北路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J（总监办）合同段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1年3月12日

240 谢绉 JGJ0721806 贵州陆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1标段

施工监理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19.11.28

241 邢超 JGJ0613910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1.1.7

242 徐  达 JGJ1234082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3标段

施工监理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19.10.30-
2022.08.01

243 徐  达 JGJ1234082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3标段

施工监理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08.02

244 徐艳庭 20200904813000000385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3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ZJ

合同总监办
隧道工程师 2021.12

245 徐志龙 JGJ1236203 天津路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2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8.02至今

246 许明中 JGZ1960614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247 薛东起 20200904813000000266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ZJ总

监办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1-2022.12

248 薛飞 JGZ0935389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测量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9.04.03

249 闫福奎 JGJ0923156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副驻地 2022年10月21日

250 阎军强 JGZ1457151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路面监理  工程师 2021.8.3



251 颜强 JGZ1251739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J标段施

工监理
安全监理工程师 2020.03.01

252 杨  宏 JGZ1457054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3标段

施工监理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2.08.02

253 杨大海 JGJ0923157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102线秦皇岛市区段改建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8.12.20 ~ 
2022.12.05

254 杨辉 JGZ1456300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2年1月1日

255 杨龙 JGJ0722497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监理分部负责人 2020.3.1

256 杨胜远 JGJ0613358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
程(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

工程施工监理)
总监 2021.5.20

257 杨太吉 JGJ1235413 河北德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国道 G106 馆陶绕城段改建工程施工

JL-1总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22.2

258 杨献洲 JGJ1027069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2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ZJ

合同总监办

副总监理工程师、路
基工程师

2021.12

259 杨彦群 JGZ1353567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永清县东部片区乡道改造工程 桥梁工程师 2021/9/16

260 杨艳霞 JGJ1234089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路基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9.04.03

261 杨正军 JGJ1438714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3标段

施工监理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19.08.20

262 尹新生 JGZ1457169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施工监理ZD3驻地办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12



263 于洪宽 JGZ1248478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4驻地办
测量工程师 2021.11

264 于艳伟 JGJ1234931 北京港通路桥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二标段)

265 袁钊 JGZ1248242 天津路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2
测量、路基监理工程

师
2022.7.26至今

266 岳长俞 JGZ1248480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路面监理工程师 2021.10.12

267 张宝清 JGJ1438677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3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268 张斌利 JGJ1236211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总

监办
路基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269 张春相 JGJ1438702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9.22

270 张聪 20200904813000001590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
程(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

工程施工监理)
合同 2021.5.20

271 张锋 JGJ0406033
沧州交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

名称：沧州市公路工程监理中心）
津汕高速公路增设南大港出口连接线

工程
总监

2021.09.17-
2022.06.14

272 张凤亮 JGZ0937642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交通安全设施监理工

程师
2020.5.29

273 张桂清 JGZ1248485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测量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274 张海云 JGJ1027152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路面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0.3.1



275 张建飞 JGJ0923115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4驻地办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1.11

276 张建辉 JGZ1248489 河北省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4驻地办
试验室主任 2021.11

277 张建军 JGZ0207064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桥涵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9.04.03

278 张军辉 JGJ1131122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项目HGZD1

监理合同段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年9月16日

279 张军辉 JGJ1131122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307晋州绕城改建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21.02.28-
2022.03.02

280 张军锡 JGJ0613372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0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ZJ

合同总监办
总监理工程师 2021.12

281 张磊 JGJ1336564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307晋州绕城改建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22.3.2至今

282 张丽梅 JGJ1235431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2标段

施工监理
试验监理工程师 2020.03.10

283 张庆彬 JGZ1040594(道路与桥梁)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安全环保工程师 2021.6

284 张庆文 20200904813000001042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08.19 ~至今 

285 张松 JGZ1248496(道路与桥梁)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3驻地办

桥梁工程师 2021.6

286 张威威 20210504813000002234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
程(S529 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

工程施工监理)
副总监 2021.5.20



287 张伟杰 20210504813000001590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唐高速公路秦皇岛段工程 专业监理工程师 2022.08.19 ~至今 

288 张伟库 JGJ1027093 河北衡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2（驻地办二标）合同段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年12月11日

289 张相龙 JGJ0613380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3标段

施工监理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1.09.17

290 张晓婷 JGZ1353632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合同计量监理工程师 2020.3.1

291 张薪 JGJ0613381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1-06-11 ~ 2022-
08-10

292 张秀生 JGZ1248502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1.5.31

293 张秀生 JGZ1248502 北京港通路桥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二标段)

294 张学礼 JGZ1355763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1.1.7

295 张亚富 JGJ0512553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06-11 ~ /

296 张彦梅 JGZ1457125 石家庄宏业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国道307晋州绕城改建工程 合同监理工程师 2022.3.1至今

297 张云亮 JGJ0721182 北京中交公路桥梁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2总监办
桥梁监理  工程师 2020.5.29

298 张允地 JGZ1248480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路面监理工程师 2020.5.29



299 赵 然 JGZ1458948 西安华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总

监办
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0.3.1

300 赵彬 JGZ1457144 中交远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J（总监办）合同段
路基工程师 2021年10月12日

301 赵海山 JGZ1458982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1-06-11 ~ /

302 赵红仓 JGJ1131128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隧道监理  工程师 2020.5.30

303 赵宏亮 JGJ20200904813000001089 河北保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邯港高速公路衡水段工程施工监理

HGZD3（驻地办三标）合同段
桥梁工程师 2021年5月15日

304 赵建国 JGJ9700055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4总监办
路面监理工程师 2021.7.15

305 赵建民 JGJ9800576 河北四方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太行山高速浃源至曲阳白石山互通连

接线(总监办)
环保、安全、合同 2022.8.10

306 赵久志 JGJ1027484 贵州陆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G228滨海公路沧州段工程BHZD1标段

施工监理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03.31

307 赵俊林 JGJ1234104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08-11~ /

308 赵梦昌 20200904813000000341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6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

ZD1驻地办
测量工程师 2021.6

309 赵薇 JGJ1234105 张家口泰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二监理分部
环保监理工程师 2020.3.1

310 赵伟华 JGJ1234106 张家口市路桥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第

一监理分部
安全监理工程师 2019.04.03



311 赵亚超 JGJ1939969 承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G95）承德
（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工程 

ZD2驻地办
副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02-16 ~ 2022-
10-28

312 赵义恩 JGJ0508290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路基路面工程师 2019/1/1

313 赵宇 JGJ1132671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测量工程师 2019/11/1

314 赵玉雷 20200904813000000632 河北四方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省道S542元氏至赞皇公路赞皇段改建

工程南水北调大桥
副总监理工程师

315 赵中举 JGJ0719195 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112涞水县绕城工程(一标段) 总监 2021.7.15

316 郑炳厚 JGZ0413122 中建路桥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道G235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监理ZD2驻地办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21.7

317 郑建伟 JGJ0923124 河北通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3 驻地监理工程师 2022.7.26至今

318 郑磊 JGJ1234110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总监办 副总监理工程师 2022.7.26至今

319 郑小飞 JGZ1457050 河北四方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省道S542元氏至赞皇公路赞皇段改建

工程南水北调大桥
桥梁监理工程师 2021.9.1至今

320 周 维 20210504813000000773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4 ）承
德（李家营）至平谷（冀京界）段ZJ

合同总监办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师 2021.12

321 周波 JGZ1353429 北京泰克华诚技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1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0.6.13

322 周华堂  JGJ0613395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

段ZJ6总监办
安全环保  监理工程

师
2020.5.30



323 周克云 JGZ1147775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国道G234涉县段（含绕城）经营性收

费公路工程施工监理ZD3驻地办
路基监理工程师 2019.12

324 朱万振 JGJ1337756 山东省德州市交通工程监理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4 路面监理工程师 2022.7.31至今

325 祝斌 20210504861000000745 天津路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至衡水高速公路SH-ZD2
试验室主任、测量监

理工程师
2022.10.31至今

326 刘江桥 JGJ0613289 廊坊市交通技术咨询监理公司
省道S222廊坊至大城公路（原廊泊公
路）堂二里至胜芳绕城段改建工程

总监理工程师 20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