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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顺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彭峰
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东路2-
6号B4栋W4层09号

艾显峰 1800800444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26 注册资金

2
四川省吉事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尹旭
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06
号16层A号

刘远珍 1588208267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08
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

3 四川诚信佳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罗曹元
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68号
4栋1单元20层4号

罗曹元 1390807777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7 公司名称

4 四川尚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丁付刚
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开发
区东西四路8号

徐娟 1388029955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8 注册资金

5 四川鹤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刘折林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16号摩
尔国际A栋1单元9楼41号

黄名才 1822443946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39 公司名称

6 四川新亚鑫劳务有限公司 宋勇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7号1栋2单元5层4号

徐磊 1588118955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0 注册资金

7 四川省鸿川劳务有限公司 喻柱
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39号2
幢14层1419号

周付容 1862811994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1 注册资金

8 四川中南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曹国荣
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1号
温哥华广场24层5、6号

曹国荣 1388197729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47 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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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川誉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扶江锋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
181号10楼16.17号

刘珍 1334880622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3 公司名称

10 成都顺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李纯宇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
段1号1幢1单元12层1216号

李纯宇 1392523054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4 注册资金

11 成都斯麦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张昆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
188号

谢玉霞 1388095247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5
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

12
四川省瑞祥油气田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胡明理
成都市高新区花样香年广场
吉泰五路88号

肖韧 1519609997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6 法定代表人

13 四川鸿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鄢成贵
成都市青羊区金阳路121号
1幢6层26号

李琴 1388082310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57 注册资金

14 四川省万林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朱万林
武侯区火车南站西站25号6
栋1单元4楼5号

朱万林 1354762370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64 公司地址

15 四川中安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汪海升
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北路28号
1栋16层5号

罗洪滨 1862823333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65 注册资金

16 四川雨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熊波 成都市青羊区青龙街27号 张家桂 1522885408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67 公司名称

17 成都祥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舒乾俊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241号1幢7楼10号

王汉杰 1388063311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4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18 四川鑫开宇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鲁云萍
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35号1
栋11层1106号

何明清 1803082791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66 注册资金

19 四川航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黎新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
88号1栋17层9号

杨彪 1592818278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75 法定代表人

20 四川新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刘文进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288
号卧龙晓城5-1-402

刘文进 1890801705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81 注册资本



21 成都兴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任晓强
成都市金牛区营康西路493
号1-1-1

刘潇 1868122870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82 法定代表人

22 四川国通劳务有限公司 尧志明
成都市锦江区天涯石北街88
号1幢4单元15楼41号

官晓莉 1355015311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83 法定代表人

23 四川德益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昭铭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
号1栋2单元21层2112号

曹莉 1520835242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85 注册资本

24 成都市成来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刘玉松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
26号1栋2单元26层7号-8号

廖林燕 1858378860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3 注册资本

25 四川省科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尹坤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51号
1号楼6层629号

岳菊 1832841267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5 法定代表人

26 四川泰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刘俊奕
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安居巷
10幢2单元1楼2号

吴晓娟 1354060403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096 注册资本

27 四川省义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汪树德
成都市成华区五桂桥北路26
号1栋17楼1702、1704号

李广华 1878001219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8 注册资本

28 四川信永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陈翠花
成都市青羊区北大街65号五
楼1号

梅家义 1334894594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09 公司名称

29 四川云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袁云光
成都市高新区锦晖西路一街
99号2幢1单元9层904号

梁小雨 1858188295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5 注册资本

30 四川省石峰劳务有限公司 罗翔风
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48号
1栋19层1903、1904号

罗翔风 13982143015 成都市人社局 201402000217 注册资本

31 四川省友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向海林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中街41号
附70号

郭晨 1828023201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7 注册资本

32 四川毕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伟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58号1
栋9层908、909

陈宇 1388213247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8 注册资本



33 四川江汉劳务有限公司 周顺海
成都市武侯区高阳路62号3
层附311号

周顺海 1334887800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19 注册资本

34 四川安得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是佳 成都市青羊区王家塘巷8号 李奇志 1388002557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29 注册资金

35
四川金石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梁芳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9号2号楼304

余敏 6919878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0
法定代表人
、公司名称

36 成都信永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周学蓉
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123号
1栋22楼3号

梅家义 1334894594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1 法定代表人

37 四川建宁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毛德明
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东街
31-37号2-1

苗玲玲 1343882737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2 法定代表人

38 四川正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余德富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7栋3单元11层1106号

余德富 1390819988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3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39 四川恒创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李君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5号
附2号12栋2层2-2号

张腾 1355009306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34 公司地址

40 成都今大为科技有限公司 郑健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
188号1幢35层5号

谢玉霞 1388095247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3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41 四川永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林强
成都市青羊区青龙街27号1
幢1单元6楼203号

邓天雄 1582837202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4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42 四川富诚劳务有限公司 杨土群
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266号
1栋攀钢金贸大厦写字楼第
13楼1号6室

余开伦 1838215257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5 注册资本

43 四川省裕添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家胜
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北路5号1
栋5层501号

李庆 1388014308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46 法定代表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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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2000153 注册资本



45 四川铸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忠伟
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20号1
栋10层57号

李元芹 1522858090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4 注册资本

46 四川迅邦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朱朝阳
成都市武侯区果堰街12号
11栋1单元2层10号

曾琳君 1380809971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5 注册资本

47 四川远洲劳务有限公司 凌江
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1号1栋
5层5022号

刘柯 1898055632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56 注册资本

48 四川义诚劳务有限公司 向传志
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6号4
层406号

贺义青 13550026878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1 注册资本

49 四川四方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松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207
号

张翠春 1869797676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6 法定代表人

50 四川维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维君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16号2
栋10单元48号

赵建英 1390806042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7 法定代表人

51 四川经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徐炳强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2号7
层13号

严静 1801051399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68 法定代表人

52 四川省叁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赵泽敏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陆
坝新型社区492号

赵泽敏 1354007733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72 法定代表人

53 四川菲斯克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蒲登先
成都市锦江区走马街68号8
楼803、810、811、813室

唐华 028-8672653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77 公司名称

54
四川同创凯宏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

张良康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
段77号1栋14楼35号

李虎 1355110442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8 注册资本

55 四川尚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桂英
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牛王庙
段100号1栋1单元19层1905

谭林 158287793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89 公司名称

56 四川利宁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光容
成都市锦江区牡丹街595号
1栋9层929号、11层1129号

岳菊 1832841267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93 法定代表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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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58 四川省建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孙家建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68号1
幢9楼69号

王秀 1345869921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97 注册地址

59 四川泓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徐绍成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南二路66
号高家庄@赞成小区3栋
2107号

扶江锋 13348855780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198 注册资本

60 四川豪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汪嘉诚
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68号
4栋1单元5层28号

汪嘉诚 1390802829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0 注册资本

61 成都盛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杜庆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都市工业
集中发展区北区龙港路333
号9栋5层15号

陈东 1870283024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06 注册资本

62 成都诚宝劳务有限公司 章志宏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顺江
段77号4栋6层20号

刘宇 15308055691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1 注册资本

63 四川博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张树权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一路15
号2栋1单元6层603号

张树权 1580833386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13 注册资本

64 四川利腾劳务有限公司 李强
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68号
5栋1单元17层34号

奉科 13060012085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0 注册地址

65 四川杰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吴守雄
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511号
1栋4层50号

侯敏 1800057058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22 注册资本

66 四川宏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蒋延兵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355
号3栋3座4层B号房

张改婷 13308183416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2 注册地址

67 四川富景顺劳务有限公司 孔令伟
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6号4
层406号

孔令伟 13551230819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3 法定代表人

68 成都浙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郑明海
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16号2
栋9层44号

邓小林 1838411642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34 注册资本



69 四川辉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熊建辉
成都市成华区羊子山路88号
4幢2单元6层615号

潘焱妮 17761214687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43 法定代表人

70 四川鸿森劳务有限公司 陈卫东
成都市金牛区银沙北街92号
8栋3层1号

田青 18628000593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44 注册资本

71 四川乐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罗修孟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
段1号1栋1单元4层411号

马雪仙 13408044392 成都市人社局 201602000247 法定代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