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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立东 男430103196810221211430103********1211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7 铜商20190195

2 葛俊涛 男340721198806242717340721********2717 铜陵国聚鸿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8 铜商20190196

3 吕丰美 男330722197310273210330722********3210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97

4 杜卫东 男420205196910085719420205********5719 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90 铜矿20190214

5 王新平 男34070219670620001X340702********001X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2 铜商20190198

6 徐德智 男340702198602167517340702********7517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8 铜商20190199

7 李宏江 男340702196603190517340702********0517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3 铜商20190200

8 刘前海 男340702198412272017340702********2017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1 铜商20190201

9 陈龙 男340702196211242074340702********2074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3 铜商20190202

10 张浩浩 男34072119750201063X340721********063X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4 铜商20190203

11 陈琳 男340702198002260013340702********0013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84 铜商20190204

12 田明胜 男340702197107295015340702********5015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2 铜商20190205

13 李洪 男340702197112132018340702********2018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3 铜商20190206

14 张佳 男340702198610257539340702********7539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88 铜商20190207

15 胡艺腾 男340702199210080513340702********0513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5 铜商20190208

16 许艳 女340702198901303523340702********3523 铜陵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96 铜商20190209

17 杜彤 男340721198912163318340721********3318 安徽铜陵科力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商201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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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汪爱保 男342623197204095910342623********5910 安徽铜陵科力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95 铜商20190211

19 葛新华 男340721196801122733340721********2733 铜陵国聚鸿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90212

20 林宗凯 男340702198602247517340702********7517 枞阳县老洲头港务有限公司 90 铜商20190213

21 林永进 男342823196904125611342823********5611 枞阳县老洲头港务有限公司 85 铜商20190214

22 钱立志 男340823198907015618340823********5618 枞阳县老洲头港务有限公司 85 铜商20190215

23 吴卿奇 男34072119811128091X340721********091X 安徽汉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97 铜商20190216

24 方新 男340703197606060030340703********003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8 铜矿20190215

25 陈少平 男34082319840124531X340823********531X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8 铜矿20190217

26 陈成 男32031119680708125X320311********125X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7 铜矿20190218

27 程震 男340703197609237516340703********751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7 铜矿20190219

28 廖勇 男220104197009244137220104********413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1 铜矿20190220

29 陶芳华 男340702196808060513340702********0513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3 铜矿20190221

30 曹居 男340702196511010056340702********005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4 铜矿20190222

31 陈杰 男340721198901023651340721********365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8 铜矿20190223

32 李明华 男340703197210064510340703********451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0 铜矿20190224

33 朱光辉 男340702196707040038340702********0038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8 铜矿20190225

34 刘长青 男340704197010230015340704********0015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4 铜矿201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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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贤明 男340702196902020518340702********0518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5 铜矿20190227

36 郑小军 男340702196903021037340702********103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9 铜矿20190228

37 张启春 男340703197002250036340703********003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9 铜矿20190229

38 鲍胜芳 男340403196505061439340403********1439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5 铜矿20190230

39 费维智 男340702197203140515340702********0515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31

40 李卫兵 男340702196610050010340702********001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4 铜矿20190232

41 钱强 男340702197404171019340702********1019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0 铜矿20190234

42 陆亚威 男340703199009140015340703********0015 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35

43 杜卫佳 男420123197702193012420123********3012 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36

44 钱德松 男340703196801100056340703********0056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1地质队 87 铜矿20190238

45 周国华 男34070319681028001X340703********001X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1地质队 96 铜矿20190239

46 姚宏哲 男340721197110160639340721********0639 铜陵茅迪矿业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40

47 罗亚明 男340703197301040012340703********0012 铜陵茅迪矿业有限公司 99 铜矿20190241

48 叶琪 男340702199305120012340702********0012 铜陵茅迪矿业有限公司 86 铜矿20190242

49 葛玉玺 男341224198311306013341224********6013 铜陵茅迪矿业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43

50 胡新强 男340703199001250519340703********0519 铜陵茅迪矿业有限公司 91 铜矿20190244

51 刘沙沙 男342201198809054956342201********4956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1地质队 95 铜矿2019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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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陈伟 男340703196402160035340703********0035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1地质队 86 铜矿20190246

53 王杰 男340123198408016490340123********6490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1地质队 91 铜矿20190247

54 李大平 男340703197102100019340703********0019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1地质队 96 铜矿20190248

55 许瑞 男341182199312094430341182********4430 个体 89 铜商2019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