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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都信和创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王伟 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安蓉路8号4幢1单元6楼616号 曾英 1354033058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1

2 四川民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余方富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陆坝村金江明珠商业3号楼二
楼

王芙蓉 1388079311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2

3 四川盛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唐建明
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88号融锦城4栋1单元13层8
号

张杨 1368813482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3

4
四川华威盛泰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张国华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1栋1单元5层515号 余开伦 1838215257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4

5 四川寅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邹万全 成都市青羊区北大街19号3栋4层405号 刘作蕖 1370900117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5

6 四川卓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宗君 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666号1幢5层10号 文凤 1354783344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7

7 四川成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熊强 成都市高新区吉瑞三路99号1幢4单元11层1107 周全 1582825448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9

8 四川川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林茂盛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1单元4层407
号

林辉 1862816528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0

9 四川中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李泉志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三路30号45栋 邱青岑 1898339716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1

10 四川蓉翔劳务有限公司 余华戍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1单元2层201
号

陆尚琴 1361801805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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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川聚缘劳务有限公司 杜永春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3栋8层17号 袁春梅 1582859353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3

12 四川勇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向勇林
成都市武侯区晋吉南路56号、117号1栋1单元11层
1146号

徐冰 1369940034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4

13 成都瀚森劳务有限公司 何远润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4栋5层1号 何远润 1818020929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5

14 四川宗明拆迁建设有限公司 吴宗明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村1幢3单元2号 严刚 1380801314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6

15 四川永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云华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81号7层 张佾 1388092349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7

16
四川鸿莉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池洪明 成都市金牛区蓉北商贸大道二段1幢2楼 李欣昱 1568008286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8

17 四川华澳凯耀劳务有限公司 牟一江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段77、87、91号1栋12
层8号

余开伦 1838215257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19

18
成都市政平建筑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

何波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20号1栋15层18号 赵建彬 1345869921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0

19
四川双洋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
司

高华良 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85号1幢4层2号 胡陈英 1898199966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1

20
四川众邦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

李凤叶 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39号2栋14层1403号 吴碧波 1388182716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2

21 四川众发劳务有限公司 黄彬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环球中心3栋3
单元6楼613号

樊国有 1898173309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3

22 四川宏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温正能 成都市金牛区银沙北街92号5层17号 温小龙 15882402084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4

23 四川华爱劳务有限公司 陈晓林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666号3栋16层3号 甘蜀兰 1898179193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5

24 四川飞腾劳务有限公司 梁兵 成都市金牛区科兴北路19号 岳菊 1308444505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7



25
四川省瑞恒威房屋拆迁有限公
司

赵建林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北街8号1栋2层C-98 夏庆 1360809060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8

26 四川安瑞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樊建明
成都市锦江区牡丹街595号1栋9层929号、11层
1129号

薛江 1588230696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9

27
四川中顺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

龚锋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双凤五路288号3栋附1号1单元
201号

林静 1838240587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0

28 四川诚顺发劳务有限公司 何成富 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68号4栋1单元16层39号 孔令伟 1355123081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2

29
四川欣闻人力资源报业经营有
限公司

汪继元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川报集团16楼 陈胜 1590817525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3

30 四川蜀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丁建红 成都市金牛区白马寺街3号 尹东红 1366829972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4

31
四川建国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
司

谢保虎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19号1栋1单元22层2206号 邓君福 1388035052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5

32
成都市统建土地整理房屋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蒋东时 成都市青羊区西玉龙街6号 蒋东时 1801157773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2

33 四川铭盛劳务有限公司 王红梅 成都市武侯区金江路111号1栋6楼648号 王红梅 1819069759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3

34
成都智联恒信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

单文广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88号1幢36层3612号 王希达 1530803370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5

35 四川叙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曾庆龙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666号4栋8层1号 刘敏 1582809772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6

36 四川省硬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许中辉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666号1栋8层817号 田晓 1809090778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8

37 四川创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青青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3栋1单元2层211、
212号

李庆 1388014308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9

38 四川茗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周朝义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5号1栋11层1105号 李梅 1808049991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0



39 四川中嘉环泰劳务有限公司 付行山 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隆安路430号三楼1号 詹玉真 1311187780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1

40 四川楷煜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冯会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2号21楼2125号 冯会 1362800518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2

41 四川生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刘作明 成都市金牛区白马寺街16号7栋6楼2号 罗燕丽 1398090077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8

42 四川铭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廖理
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68号4栋1单元10层22、23
号

刘霞 1878213766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9

43 四川振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温晓辉 成都市青羊区忠烈祠西街99号 龚华桥 1373087902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60

44
四川省领域建筑工程劳务有限
公司

周海平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花龙门村三组111号 钟桂英 1354002918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68

45 四川忠鹏劳务有限公司 罗洪波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799号1栋1单元23层13号 王丽 1814815540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69

46
四川劲业发建筑工程劳务有限
公司

陈敏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241号1幢7层3-4号 段开勇 1366813225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0

47 四川铭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梅兵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号1-1幢3层301号 梅兵 1373089020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1

48 四川权安达劳务有限公司 刘龙飞 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1号1栋14层1417号 刘恩利 1890821361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2

49 四川浩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罗园 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6号10栋12层14号 吴恒 1870283024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3

50 成都登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唐正孟 成都市武青南路51号A号楼第三层第304号 张彬 1830282013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4

51 四川浩敏顺通建设有限公司 王敏 成都市青羊区大墙西街33号1幢12层1205号 周龙 1355861535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6

52 四川琨昇劳务有限公司 刘鹏程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3栋3单元9楼
904号

邬泽秀 1388090092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8



53 四川里成劳务有限公司 李勇 成都市武侯区致民东路13号附21号 刘玉川 1518434714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9

54 四川奇乐劳务有限公司 杨竟镱 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一段29号 杨竟镱 1592807464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80

55 四川锦烁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都国高 成都市青羊区蜀金路1号3栋3层303、304号 李鑫 1588226166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87

56 四川世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艳 成都市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1579号3栋417号 宋春燕 1388213255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88

57 四川省建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黄恩成 成都市金牛区兴盛西路2号2栋11层1号 黄恩成 1862888673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0

58 四川合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美真 成都市金牛区蜀营街12号2幢4层 王帅 1500840337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1

59 四川裕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庆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489号1栋1001号 程新汀 1856634463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2

60 四川进华劳务有限公司 罗大敏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2单元7层704
号

蒋俐菡 1360800583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7

61 四川中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立龙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68号 王秀 1592803893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8

62 成都万鑫劳务有限公司 陈庆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593号8栋3单元9层13号 汪春莲 1368845116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9

63
四川大众壹加壹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杨少莉 成都市武侯区永康路239号附13号1层，附14号1层 朱桂瑶 1801067238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0

64
四川金和总府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罗光平 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45号28楼9号 廖宇 1890818069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1

65 四川德易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赵德勇 成都市青羊区灶君庙街13-23号 赵德勇 1771106932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2

66 四川蓉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汪华锦 成都市成华区望平街131-1712楼202号 马蓉 1530805085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3



67
成都绿州市容环境（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暴春 成都市青羊区长顺上街177号 徐馨婷 1388012416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4

68 四川成锦劳务有限公司 胡平 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39号3幢7层18号 张幸 1348898403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5

69 四川省锦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黄勇 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20号2幢5层12号 黄勇 1380805065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6

70 四川省庆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刘志民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5号1栋5层505号 王一洁 1340858708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0

71 四川省聚茂劳务有限公司 路刚 成都市金牛区兴科中路1号1栋4楼3号 张小玲 1345867193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1

72 四川顶天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师克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金兴南路20号 徐勇 1898178429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2

73 四川同兴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柏庆 成都市金牛区福源路3号1栋603号 颜海霞 1810902539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3

74
四川金滩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
司

梁天平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68号1栋8层76、78号 余保华 1803079891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4

75 四川卓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冯裕航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4栋13层6号 雷娟 1355882625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0

76 四川铭洲劳务有限公司 宋明才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68号1栋30楼3003号 杜林烜 1839896678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1

77
四川潜力兄弟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

王春霞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26号6栋7层708号 王海燕 1586145040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2

78 四川省玉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符政宪 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98号 艾明莉 1808012059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3

79
四川省瑞方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龚晓鸥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6号1栋1单元12楼 王茜 1838165810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4

80 四川省施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欣洁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南三街88号1栋10层1001号 邓荣 1369349990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5



81 四川德立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勇 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13号1栋2单元10层1002号 丽萍 1301827564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6

82 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 曾嘉志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南江路819号3栋1层1号 秦建 6265531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7

83 四川宏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敬应成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88号1栋1单元27层2739号 何圣兰 1588212484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8

84 四川光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付才刚 成都市青羊区同诚路8号12栋1单元4层1号 胡光悦 1301821789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5

85
四川同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胡阳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10层1002层 李术宪 1868279110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6

86 四川仕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郭远明 成都市武侯区万寿路26号1幢2单元1层8号 陶星蒙 13032833044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7

87 四川华顺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继斌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2号13楼1303号 周继斌 1398222018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8

88 四川宇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波宇 成都市金牛区金科中路18号1栋7层701号 李丹 1530823589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9

89
四川金和瑞祥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何清 成都市锦江区暑袜北三街19号 何清 8693343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0

90 四川卓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向熊元
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西街36号1栋2单元12层1203
号

陈涛 1388179042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1

91 四川浣花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刘洋
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134号1栋1单元17层1723号
、1724号

王秋平 1771353252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7

92 四川众鸿泰劳务有限公司 肖光友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51号 鲜松义 1388039112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8

93 四川省浩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熊津 成都市锦江区静沙南路18号2栋8层803号 魏文杰 1340845947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9

94 四川同盛源劳务有限公司 陈荣刚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1单元8层817
号

赵婧含 1858376135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0



95
四川省宏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洪立酉 成都市武侯区高华横街33号1栋1单元7层706号 陈丽梅 1580280264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1

96 四川志同协力劳务有限公司 黄卿 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南路25号1栋8层2号 黄卿 1368816133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2

97 四川传承劳务有限公司 曾鑫琪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241号1幢7层9号、10
号

吴玉华 1592802813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7

98 成都兴力置业有限公司 顾曦 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6号8栋1层81064号 万廷珍 1388051710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8

99 四川省山峰劳务有限公司 张浩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3号2栋8层819号 张浩 1898062290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9

100 四川贝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龚读伟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二路8号1栋7楼1-0-4号 王子袁 1381152529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0

101 四川省致荣劳务有限公司 刁洪英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799号2栋14层1号 加永秀 1518442332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2

102
四川金城恒红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刘春健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2号5楼530号 刘恒友 1590288138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4

103 四川福格劳务有限公司 余彦 成都市锦江区静沙南路29号7栋10层1002号 王开剑 1398221593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5

104 四川省宏华劳务有限公司 邱华德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0号1幢3单元9楼15号 杨衍平 1819093813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9

105
四川众信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万宏美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68号摩尔国际汽配城1栋11楼
54号、58号

肖明江 1821551125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70

106
四川君腾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
司

袁枚宏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29号9楼902号 黄巧平 1582862407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71

107
四川唯一鸿睿房屋拆迁有限公
司

李成世 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锦盛路138号4楼13号 薛江 1588230696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78

108 成都远程高原劳务有限公司 雷秀艳 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13号1栋3单元12层1202号 曹小珂 1366627535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0



109 四川星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何剑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666号1栋23层2320号 何剑 1388217066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1

110 四川兢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孙勇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办辖区内聚龙路68号摩尔国
际汽配广场1幢5层65号

何云 1366817953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2

111 成都华科瑞劳务有限公司 张孝英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武侯大道三河段72号 曾雪平 1500287177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3

112 四川东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曾祥清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2单元13层
1318、1319号

曾祥清 1891957407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4

113
四川益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赖凤仙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486号5栋8层801号 张开彬 1354007733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6

114 四川晶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曾学贵 成都市金牛区育仁西路8号2幢18层1803号 曾学贵 1334886186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7

115 四川兴运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强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19号4层6号 林鑫 1356886506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94

116 四川君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刘永武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西一段130号1栋19层1915、
1917号

刘智强 1321909355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1

117 四川东晟昊劳务有限公司 彭凯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南三路88号1栋14层1409号 彭凯 1522894410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2

118 成都城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尹和蓉 成都市青羊区白丝街57-59号1幢6楼15号 蒋兴木 1388188121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3

119 四川鑫万劳务有限公司 刘柯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20号1栋10层24号 王彩云 1860833700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7

120 成都不工劳务有限公司 何雨桥 成都市成华区成华大道新鸿路187号203 李长春 1552392657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8

121 成都宏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戈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办新苗村10组2栋305号 李艳 1398218988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9

122
四川省恒立阳光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黄正伟 成都市成华区建祥路6号9栋6层13号 李显峰 1878167192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0



123 四川塬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赵福元 成都市成华区万科路9号1栋1单元13层1317号 吴娇娇 1838022105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4

124 四川辉建劳务有限公司 李勇正 成都市锦江区提督街58号24层4号 李勇正 1822440521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5

125 四川厚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学军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3栋9层18号 杨静思 1528106768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6

126 四川君铁劳务有限公司 陈权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3号2栋6层601号 倪英 1598204893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7

127
四川雪蓉花环境治理工程有限
公司

何全军 成都市高新区吉瑞三路99号1幢4单元15层1516号 黄琴 1588446051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8

128 四川昊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林杰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4栋1单元4层
40456

刘月 1528101969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3

129 四川驰骋千里劳务有限公司 王真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593号8栋1单元21层12号 王真 1340804167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4

130 四川佳士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何江 成都市金牛区实业街59号附25号5楼9号 雍芝杰 1345868665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5

131 四川健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徐林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西一段高升桥路2号2栋1单元
3楼A号

王卓然 1778001436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6

132 四川鑫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禄兵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二段3号 姬莎莎 1872849374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7

133 四川度量衡劳务有限公司 曾晓琳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号1栋2单元16层
1624号、1626号

邓欣 1878242190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8

134
四川诚信威达屋宇商务管理有
限公司

赵玉春 成都市金牛区营兴街47号1-2幢1号 曾雯 15756321774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9

135
四川中源力拓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赵勇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799号1栋1单元26层7号8号9
号

刘平 1354807755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0

136 成都新金成劳务有限公司 甘强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219号1栋/单元3楼P1号 甘璘潇 1354008716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1



137 四川蜀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庭姣 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37号1幢11层1104号 陈静 1337820013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6

138 四川省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征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南街50号3栋14层23号 林丽君 1380806246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7

139 四川天丰置业有限公司 焦阳 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3栋9层23号 曾令春 1334897998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8

140 四川金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林杰 成都市锦江区毕昇路256号5栋6层3号 周雪梅 1398190980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9

141 成都泰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雨凡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489号1栋10楼1001、
1002、1003号

程代清 1803047205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40

142 成都浙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汉超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16号2栋9层46号 刘科 1520829286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41

143 是四川锦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蒲佳 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6号7栋1单元14层11403号 王廷宇 1500833606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