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民 ) ~ ~ 市

供热物业管理办公室文件
银物办发[ 2016 J 25 号

关于公布银川市 2015年第五期物业管理项目
经理资格考试合格、免试及补证人员的

道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

经我办核准，我市 2015 年第五期物业管理项目经理资格考

试合格人员为 138人?考取国家注册物业管理师和担任项目经理

达到十年以上、工作业绩突出者获得免试资格人员 6人，因证书

遗失补发证书人员 2人?合格及免试人员执业资格获得时间为

2015 年 12月 26 日。现将考试合格、免试及补证人员名单予以公

布(见附件)，请考生本人、免试及补证人员在文件下发后一个

月内，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到银川市供热物业管理办公室 408



室领取证书。此次考试没有通过的考生，不再补考，可重新参

加2016年项目经理资格考试。
特此通知。

联系人:王攻联系电话: 0951-6899972

附件一:2015 年第五期物业管理项目经理资格考试合格人
员名单

附件二:2015 年第五期物业管理项目经理资格考试免试人
员名单

附件三:遗失补证人员名单

抄送:兴庆区建设交通局、金凤区、西夏区城管局、永宁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灵武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附件一:

2015 年第五期物业管理项目经理资格考试
合格人员名单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性
单位名称

号 别

201505001 自磊 j田二1 银川市兴庆区物业管理办公室

2. 201505002 马涛 男 银川中房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 201505004 用少波 女 银川安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 201505007 魏亚楠 女 宁夏台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 201505008 董学伟 j田二1 宁夏农丰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 201505009 张永琦 男 北京诚智慧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7. 201505010 何旧日 女 银川大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 201505011 辛垦沛 女 银川众 一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9. 201505012 潘静 女 宁夏圣雪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 201505014 马骋远 为因 银川宜佳住宅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11. 201505015 叶婷 女 银川大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 201505018 姚海龙 男 宁夏鑫盛物业服务中心

13. 201505020 王 ss峰 女 宁夏庆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4. 201505022 张辉 女 宁夏五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5. 201505023 高永峰 女 宁夏宁东汇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16. 201505024 刘兴湖 男 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7. 201505025 丁一 男 宁夏鑫盛物业服务中心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性 单位名部亏t=t 别

18. 201505028 张全军 男 宁夏庆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9. 201505029 刘海芳 女 宁夏众 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 201505030 王美 女 银川大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1. 201505031 崔玉珍 女 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2. 201505035 张广德 j田3 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气~.)句 201505036 李亚刚 j田3 宁夏上前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4. 201505043 方 ßß波 女 银川宜佳住宅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25. 201505044 潘国胜 7田3 银川兴吉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6. 201505046 胡学军 男 宁夏恒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7. 201505049 杨金凤 女 宁夏金润恒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8. 201505050 窦燕 女 宁夏圣雪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9. 201505051 谢瑞霞 女 银川大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0. 201505053 洒金平 男 银川众 一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1. 201505057 任桂 ßß 女 宁夏汇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叶"、-匀' 201505061 万帅 j回3 银川安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3. 201505065 马彦鹏 男 宁夏众 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4. 201505068 张洋 女 宁夏众 一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5. 201505069 赵辉 j回3 银川宜佳住宅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36. 201505071 郝彦芳 女 宁夏嘉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7. 201505072 杨潇 女 北京瑞赢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性 单位名称

号 别

38. 201505074 张新奎 7回3 银川众一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9. 201505078 赵新文 歹田二1 宁夏立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0. 201505079 张阳霞 女 银川大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1. 201505080 高洁 女 宁夏冠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2. 201505081 张怀月 男
宁夏悦海国际投资建设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43. 201505083 马晓玲 女 银川恒志物业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44. 201505085 刘学梅 女 银川鲁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5. 201505086 任海琴 女 宁夏圣雪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6. 201505090 马桐林 男 宁夏庆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7. 201505091 任晓斌 另 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8. 201505093 张万欣 男 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9. 201505095 王灵梅 女
宁夏悦海国际投资建设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50. 201505096 罗鹏 j回3 上海同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51. 201505097 梁炜炜 女 银川盛世建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2. 201505098 李虹旧日 女 银川银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3. 201505099 丁爱文 女 银川众一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4. 201505100 黄亚辉 男 宁夏港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5. 201505101 李旭 女 宁夏达盛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6. 201505103 罗海涛 女 宁夏嘉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性 单位名称

亏仁1 别

57. 201505104 马国鸿 男 银川万福人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8. 201505105 杨白孝 j田3 宁夏浩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9. 201505106 刘惠波 男 宁夏宁东能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

60. 201505108 ~大f芦bj]曰卫 j回3 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61. 201505110 叶岚 女
银川市西夏芦花台产城 一 体城市化领导小组

办公室

62. 201505111 张洁 女 宁夏圣雪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3. 201505112 环环 女 银川银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4. 201505113 臼梅 女 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5. 201505114 杨继萍 女 宁夏荣恒集团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6. 201505115 夏先华 女 宁夏瑞博宇物业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67. 201505116 大于出一圳且贝 男 宁夏宁东能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

68. 201505117 吴小平 j田3 银川方达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69. 201505118 李振鹏 男 宁夏立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0. 201505119 孙明 男 银川万福人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1. 201505120 刘占东 男 宁夏汇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2. 201505121 杨娟 女 银川鲁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3. 201505123 王小娟 女 宁夏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4. 201505125 张力 男 银川众 一 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5. 201505129 刘润琴 女 银川市金凤区夏华装饰行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性
单位名称

号 别

76. 201505130 徐营 女 宁夏宁东能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

77. 201505131 徐万道 j田3 宁夏万家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8. 201505132 王志凤 女 宁夏金润恒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79. 201505134 刘盼盼 女 宁夏金润恒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0. 201505135 王川江 7田3 银川大新众合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1. 201505136 徐红英 女 宁夏金润恒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2. 201505137 王洁华 j田z 银川开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3. 201505139 齐亚娟 女 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84. 201505140 赵宴弟 女 宁夏宁东能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

85. 201505142 刘爱军 女 宁夏万家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6. 201505145 李伟 男 银川开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7. 201505146 金晓梅 女 银川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8. 201505151 孟娇辉 女
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顾家桥村农民劳务协

JZ3LZ

89. 201505152 王华 女

90. 201505153 田凯 女

91. 201505155 田霞 女

92. 201505157 艾永梅 女

93. 201505158 李海玲 女

94. 201505159 孙瑞 女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性 单位名称
号 别

95. 201505160 董佳欣 女 宁夏瑞博宇物业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96. 201505162 大主，L."，刀h之幸罩在、 女 银川盛世建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7. 201505163 彭雁 女 宁夏新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98. 201505164 张学忠 歹回3 宁夏机场物业园林服务有限公司

99. 201505165 刘淑 I~日 女
银川市西夏芦花台产城 一体城市化领导小组

办公室

100 201505167 杨茂森 男 银川家业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1 201505170 任学珍 女 宁夏小蜜蜂物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102. 201505171 苏华 女 宁夏檀溪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3. 201505173 张佳 j回3 宁夏宁东能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

104. 201505174 刘正萍 女 银川兴泰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5. 201505175 温清华 j田3 银川开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6. 201505176 马磊 男 银川万福人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7. 201505177 舒芳 女 宁夏辰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8. 201505178 文艳艳 女 宁夏万家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9. 201505179 李喜红 j回3 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咱11υA 201505182 马涛 男 宁夏东昌锦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1. 201505183 苏丹 女 银川英泽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12. 201505184 杜佳 男 宁夏宁东能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

113. 201505192 王亚茹 女 宁夏隆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性
单位名称

号 别

114. 201505193 王素梅 女 银川万福人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5. 201505195 吴静萍 女 宁夏泰和嘉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16. 201505197 段粉红 女 宁夏檀溪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17. 201505198 刘邱 女 宁夏机场物业园林服务有限公司

118. 201505199 李明 j日33 宁夏瑞博宇物业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119. 201505200 ，芷人三寸出三�寸化- 男
宁夏悦海国际投资建设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120. 201505201 卢伯华 j回3 宁夏瑞博宇物业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121. 201505202 刘青争 女 宁夏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2. 201505203 姬晓洁 女 宁夏檀溪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23. 201505204 伏娟霞 女 银川市兴庆区宏瑞鑫广告装饰

124. 201505205 岳永慧 j田3

125. 201505233 宋乐 女 宁夏物华集团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26. 201505211 "扒t" 土山 在门 女 宁夏银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7. 201505214 苏娟 女 银川银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8. 201505217 张秋艳 女 宁夏鑫盛物业服务中心

129. 201505219 侯美灵 女 银川恒志物业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130. 201505220 贺生羡 男 宁夏圣雪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1. 201505221 吴丽萍 女 宁夏宁东能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

132. 201505222 王茜 女 银川银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序
准考证号 姓名

d性
单位名称

亏o 别

133. 201505223 魏宗华 男 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4. 201505224 秦 ßß蓉 女 银川澳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5. 201505225 乔文艳 女 银川兴吉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6. 201505227 邹运 7回3 银川兴泰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7. 201505228 杨迎春 女 银川承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8. 201505232 梁军队 男 北京诚智慧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附件二:

2015 年第五期物业管理项目经理资格考试
免试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名称

张静 女 宁夏一和晨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 赵艳红 女 宁夏威斯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 程军 男 宁夏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4 王银 男 宁夏威斯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5 {吊山秀五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物业服务分公司

6 刘军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物业服务分公司

附f牛三:
遗失补证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If生别 证书编号 单位名称
脱庄文 男 WY2012010147 宁夏隆安即回民务有限公司

2 范援 女 WY20120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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