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考核结果公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考核
成绩

证件号码

1 徐自梅 女342830196609290423342830********0423 个体 84 铜危20192301

2 王东 男340721197409271819340721********1819 个体 97 铜危20192302

3 朱方杰 男342901198412280638342901********0638 个体 88 铜危20192303

4 闻进 男340223199208168115340223********8115 个体 84 铜危20192304

5 章秀红 女342901198501202826342901********2826 个体 88 铜危20192305

6 徐春荣 女342901197402087020342901********7020 个体 81 铜危20192306

7 许峰 男340702198102120536340702********0536 个体 80 铜危20192307

8 汪学猛 男340703196802230012340703********001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8 铜危20192308

9 程凌 男340702197712250034340702********003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0 铜危20192309

10 王卫兵 男340702196807152037340702********203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8 铜危20192310

11 张达陵 男340702197504142039340702********203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7 铜危20192311

12 陶高稳 男340702196801075077340702********507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0 铜危20192312

13 高光明 男340702197105012034340702********203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5 铜危20192313

14 王兴强 男340702197103050010340702********001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8 铜危20192314

15 赵宝龙 男34070219701227203X340702********203X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4 铜危20192315

16 周中华 男340703196712124013340703********401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6 铜危20192316

17 江俊平 男340721197506010311340721********031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5 铜危20192317



18 陈维云 男34070219810901201X340702********201X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1 铜危20192318

19 孙爱国 男340703196812300037340703********003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3 铜危20192319

20 王晓捷 男340703196712184032340703********403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1 铜危20192320

21 钱玉兰 女340702197402177521340702********752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4 铜危20192321

22 江海洋 男34070219900911251X340702********251X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6 铜危20192322

23 杜松涛 男340721197511070335340721********033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4 铜危20192323

24 汪新武 男340702196502175019340702********501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4 铜危20192324

25 江骏 男340721196409240313340721********031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3 铜危20192325

26 高光华 男340702196410022031340702********203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8 铜危20192326

27 周健 男340702199007061018340702********101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2 铜危20192327

28 唐红明 男210404196811200676210404********067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3 铜危20192328

29 袁文胜 男340703196810070071340703********007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4 铜危20192329

30 张强 男340702197608217517340702********751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4 铜危20192330

31 崔芳赟 男340223198807083258340223********325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5 铜危20192331

32 姚慧峰 男340721197101250333340721********033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6 铜危20192332

33 张建铎 男340702197004165031340702********503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3 铜危20192334

34 王朝成 男340702196206051011340702********101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6 铜危20192335

35 程国斌 男340702197909047515340702********751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1 铜危20192336

36 张斌全 男340702196610162071340702********207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4 铜危20192337

37 戴长青 男340702196411115010340702********501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9 铜危20192338



38 罗九宏 男340702197705123512340702********351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0 铜危20192339

39 朱睿 男34070219850506003X340702********003X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0 铜危20192340

40 徐文 男340702198010242018340702********201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9 铜危20192341

41 毕瑜 男340721198909140019340721********001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3 铜危20192342

42 吴骏 男340702198005282015340702********201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9 铜危20192343

43 刘红莲 女340702197707183527340702********352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1 铜危20192344

44 吴凤祥 女340822198208281662340822********166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2 铜危20192345

45 傅红兵 男340702197008202012340702********201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9 铜危20192346

46 汪洋 男340702196802230032340702********003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6 铜危20192347

47 赵魁 男340702198004230010340702********001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0 铜危20192348

48 葛祥 男340702197004130031340702********003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80 铜危20192349

49 万仕春 男340702196804260016340702********001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1 铜危20192350

50 施杰 男340702198810050516340702********051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2 铜危20192351

51 杜智根 男340823196703074414340823********4414 枞阳县藕山供销加油站 82 铜危20192352

52 施玉洁 女340823199507264046340823********4046 怀宁县秀高加油站 83 铜危20192353

53 汪志勇 男340104196206292018340104********2018 安徽科赛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354

54 孙琦 男340823199110302550340823********2550 安徽科赛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7 铜危20192356

55 杨其亮 男340711197610060017340711********0017 铜陵市成昊商贸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2357

56 刘森 男340823199204134914340823********4914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90 铜矿20190260

57 雷绍双 男340702196801311017340702********1017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1054



58 董晓生 男340702196807192055340702********2055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1055

59 马永康 男340702197012030516340702********0516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1056

60 时建伟 男41040219780902553X410402********553X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91057

61 吴高宝 男34070419700716001X340704********001X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1058

62 许红周 男410402196807092531410402********2531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1059

63 朱现伟 男372925197903075315372925********5315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1060

64 陆兴东 男34010219700117401X340102********401X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1061

65 张银平 男41050419731228151X410504********151X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1062

66 张篷 男340702197812062014340702********2014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1063

67 张国庆 男340702197110253510340702********3510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1064

68 史政文 男340702196702112055340702********2055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1065

69 吴长云 男340702197111152017340702********2017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1066

70 丁爱军 男340102196806014019340102********4019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1067

71 胡善俊 男340702196508283512340702********3512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注安
师

铜危20191069

72 丁振曦 男340703196603104515340703********4515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1072

73 姚永明 男340504196712110215340504********0215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91073

74 杨尚军 男340702196812012530340702********2530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1074

75 张策 男320381199108286013320381********6013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1075

76 王幸福 男340823197810047010340823********7010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1076

77 周稳华 男420107197207100034420107********0034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1077



78 江年 男320219197101262518320219********2518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91078

79 汪茂俊 男341181199507151435341181********1435 铜陵千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91079

80 乔一鹏 男130125199004168015130125********8015 铜陵千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91080

81 符晓升 男340702196309303517340702********3517 铜陵千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1081

82 邹朝霞 女650300197111305421650300********5421 艾伦塔斯电气绝缘材料（铜陵）公司 92 铜危20191082

83 查克 男340711198202030016340711********0016 铜陵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1083

84 罗永松 男340123197309160812340123********0812 铜陵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1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