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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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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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证件号码

1 夏松林 男342623196301295493342623********5493 无为县百胜加油站 86 铜危20192358

2 戚业松 男342401198706199299342401********9299 安徽灵通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360

3 张伟 男340711199008280016340711********0016 安徽灵通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361

4 汪魏涛 男340702199512150011340702********0011 安徽交运集团铜陵汽运金旭路加油站 81 铜危20192363

5 王银海 男340604196303140611340604********0611 安徽鑫昌矿业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61

6 齐德升 男340703196911094515340703********4515 安徽省华煤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62

7 姚维霖 男340721197406230632340721********0632 安徽牛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95 铜矿20190263

8 徐佩君 男340504196407020010340504********0010 铜陵市恒润矿业有限公司 94 铜矿20190264

9 张海涛 男340702196810030057340702********0057 铜陵福茂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90219

10 杨玉新 男413024198101303817413024********3817 铜陵福茂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91 铜商20190220

11 黄凯 男340702198601137519340702********7519 铜陵福茂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90 铜商20190221

12 王思进 男340721197111270610340721********0610 安徽福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7 铜商20190222

13 李国伟 男350322199101110811350322********0811 铜陵新中海加油站 87 铜危20192365

14 黄丽琴 女340721198811132125340721********2125 安徽洞泉欧珠实业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2366

15 佘富林 男34070219641231103X340702********103X 铜陵六国威立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危20192367

16 于开旻 男34070219860619001X340702********001X 铜陵六国威立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95 铜危20192368

17 倪小五 男340711197910052510340711********2510 超彩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2369



18 王敏 男340702197610150550340702********0550 超彩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370

19 黄文刚 男340702198407110515340702********0515 超彩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371

20 代胜利 男34070319721004451X340703********451X 超彩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372

21 吴猛 男340123199011027292340123********7292 超彩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373

22 田涛 男340721199009101836340721********1836 超彩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374

23 裴明月 男340721197010260317340721********0317 超彩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375

24 刘素峰 男340702196204151019340702********1019 铜陵天奇蓝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376

25 詹质飞 男340881198612293710340881********3710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矿20190265

26 施龙虎 男340881198601264332340881********4332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矿20190266

27 吴昊然 男340503196406070415340503********0415 铜陵市恒润矿业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267

28 曹达寿 男340224197010231251340224********1251 铜陵市安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268

29 肖仁杰 男340721199406090632340721********0632 铜陵市安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1 铜矿20190269

30 董必胜 男340721196502254517340721********4517 铜陵明坤矿业有限公司 83 铜矿20190270

31 陈林杰 男340703197110270018340703********0018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1地质队 93 铜矿20190272

32 方学兴 男342901197812043813342901********3813 温州通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8 铜矿20190273

33 江胜奎 男340702197705033517340702********3517 张家港市江城冶化科技有限公司 95 铜商20190223

34 韩传启 男340711197103192015340711********2015 铜陵市安铜井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275

35 戴声亮 男340704196906062013340704********2013 铜陵市安铜井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276

36 戴声楼 男340711197112032013340711********2013 铜陵市安铜井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277

37 戴声东 男340711197312012017340711********2017 铜陵市安铜井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矿20190278



38 程国友 男340711197310152016340711********2016 铜陵市安铜井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280

39 陈先兵 男340704196907192012340704********2012 铜陵市安铜井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281

40 李永恒 男340703196510050036340703********0036 铜陵茅迪矿业有限公司 97 铜矿20190282

41 张昕红 男342421197109212812342421********2812 铜陵市铜冠优创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6 铜商20190225

42 徐利林 男340821197908075113340821********5113 铜陵市铜冠优创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91 铜商20190226

43 周恒 男340403198205212812340403********2812 铜陵市铜冠优创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9 铜商20190227

44 朱世银 男430104196908263512430104********3512 铜陵市铜冠优创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93 铜商20190228

45 金松 男34262319870920681X342623********681X 铜陵市兴隆矿机配套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377

46 姜健 男340721199610202734340721********2734 安徽创德研程贸易有限公司 81 铜危20192378

47 徐翠萍 女370203198105087027370203********7027 华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379

48 姚勇 男340721199408033316340721********3316 安徽中哲裕泓石化有限公司 81 铜危20192380

49 徐敏 男340222198612010036340222********0036 安徽苍云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92381

50 王讲 男342224199412051633342224********1633 安徽耀诺能源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2382

51 李雄 男360421198610112619360421********2619 华昊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384

52 王霞 女340702197904080025340702********0025 安徽贡川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386

53 郜丹丹 女340721199509154221340721********4221 铜陵宏吉广聚石化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387

54 周文祥 男370205198605152019370205********2019 华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388

55 徐云柱 男370521197503094016370521********4016 安徽中哲裕泓石化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389

56 孙银琴 女34082319731008566X340823********566X 安徽贡川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391

57 李进干 男36042119790221281X360421********281X 华昊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393



58 胡云 女340222198810094744340222********4744 安徽苍云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394

59 徐军 男61242719820623291X612427********291X 紫阳县鑫海矿业公司 97 铜矿20190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