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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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兵 男340702196905110033340702********0033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92396

2 章勇 男340823197912186513340823********6513 铜陵金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危20192397

3 俞戏浪 男34262319681123843X342623********843X 铜陵市宝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危20192398

4 许金凤 女340702197010072026340702********2026 安徽格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399

5 江天文 男34070219670110001X340702********001X 铜陵双江商贸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2400

6 古宗强 男34070219830511251X340702********251X 铜陵市康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8 铜危20192401

7 操越 男340702199109267519340702********7519 铜陵市永久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危20192402

8 陆洪坤 男320423197011172418320423********2418 铜陵市天目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403

9 赵荣春 男342324197211214818342324********4818 铜陵市金久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404

10 阮茂成 男340721198511055412340721********5412 铜陵四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405

11 李洪应 男340702195410172019340702********2019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406

12 王松国 男342324197301187614342324********7614 铜陵金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407

13 李学平 男340702195602100511340702********0511 铜陵市科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408

14 汪磊 男340702198312220033340702********0033 铜陵和友化工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410

15 许慧芳 女340702197108052541340702********2541 铜陵市启星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411

16 秦俊 男340703197907150013340703********0013 铜陵市祥泰机械配件加工厂 95 铜危20192412

17 饶东 男340702198705122514340702********2514 铜陵市亚飞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危20192413



18 韩露 男420117199005041218420117********1218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415

19 朱树恒 男340702196303030511340702********0511 铜陵市凯旋冶金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16

20 陈中伟 男320423197106225818320423********5818 铜陵市兴鹏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92417

21 管琦 男340702196409035011340702********5011 安徽宜能电力检修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危20192418

22 李令冬 男342222198301143212342222********3212 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 86 铜危20192419

23 方鑫 男340702197303150518340702********0518 铜陵市鑫林机电修造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危20192420

24 朱金良 男340702196608063517340702********3517 铜陵市鑫林机电修造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危20192421

25 张斌 男310104196901054059310104********4059 铜陵化工集团有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危20192422

26 张正红 男340703196412240098340703********0098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423

27 汪欢 男340702199009190059340702********0059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424

28 戚欢 男34070219811227351X340702********351X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425

29 钱俊龙 男340703197007090051340703********0051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26

30 洪成莲 男34071119711012001X340711********001X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27

31 施剑 男34070219820123001X340702********001X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428

32 杨思伟 男341227198311128359341227********8359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92429

33 程强 男340702196902101019340702********1019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430

34 杨胜利 男340702197010052076340702********2076 铜陵松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431

35 刘义勇 男320923197208262414320923********2414 宜兴市华丰炉窑节能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432

36 崔玉梅 女340721199010310643340721********0643 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433

37 荚玉冬 男342601198101064317342601********4317 安徽迪诺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92434



38 毛鸿羽 男342221198006183039342221********3039 安徽迪诺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2435

39 付利 男340702196504042017340702********2017 铜陵市科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2436

40 章成 男340823197601096115340823********6115 铜陵金锋鸿源实业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437

41 周俊 男340702199507303511340702********3511 铜陵万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2438

42 周文 女340702197610287549340702********7549 铜陵万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96 铜危20192439

43 严圣海 男340711197308152519340711********2519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440

44 鲍志中 男340803198204242317340803********2317 铜陵市祥泰机械配件加工厂 88 铜危20192441

45 宋超 男340702199308182518340702********2518 铜陵天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42

46 万小和 男340223197101162515340223********2515 铜陵市皖江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危20192444

47 潘树颖 女340702197802123549340702********3549 铜陵市鑫林机电修造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危20192445

48 陈敬东 男340702196507311016340702********1016 铜陵市兴隆矿机配套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危20192446

49 黄何 男342529198011273212342529********3212 铜陵市兴隆矿机配套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危20192447

50 金俊 男340721198302061859340721********1859 铜陵市永久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91 铜危20192449

51 朱寿发 男342830196509291613342830********1613 铜陵福成农药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2450

52 王和俊 男340703197908120019340703********0019 铜陵和友化工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451

53 徐绍峰 男340702196905230019340702********0019 铜陵和友化工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452

54 汪宏亮 男340721197908014219340721********4219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453

55 章仕标 男362321196705245913362321********5913 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危20192454

56 王勇 男342623197403176318342623********6318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2455

57 吴帆 男340702199404042515340702********2515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92456



58 王海波 男340123198212282594340123********2594 合肥市宏发起重机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458

59 管理君 男340702196312222013340702********2013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459

60 陶四保 男340221197004182618340221********2618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460

61 李杭兵 男340703197306014032340703********4032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92461

62 卢英胜 男340703197210030011340703********0011 铜陵有色铜冠建安公司 84 铜危20192462

63 蒋光亮 男340702197903030536340702********0536 铜陵市凯旋冶金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2463

64 王东东 男210921199612280535210921********0535 铜陵市祥泰机械配件加工厂 83 铜危20192464

65 许飞 男340721199108021815340721********1815 铜陵市启星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65

66 程旭晖 男340702199412272011340702********2011 铜陵市启星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466

67 齐敦宏 男340702196607290013340702********0013 铜陵市亚飞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危20192467

68 邵飞 男34070219821024101X340702********101X 铜陵市兴鹏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468

69 汪春霞 女340702197701040525340702********0525 铜陵万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469

70 陈中义 男340822196901262612340822********2612 铜陵万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470

71 李孝博 男410728198906282057410728********2057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71

72 李远 男410728198912262036410728********2036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472

73 郑起峰 男410728198912232056410728********2056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73

74 李孝真 男410728199305172017410728********2017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474

75 马斌 男34262319890224683X342623********683X 铜陵市祥泰机械配件加工厂 86 铜危20192476

76 石立 男342130197511025652342130********5652 铜陵市兴鹏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477

77 卢友坤 男340702197805143510340702********3510 安徽宜能电力检修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危20192478



78 金纯锋 男340721197008051815340721********1815 铜陵金泰防腐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危20192479

79 唐荒保 男340721196906294814340721********4814 铜陵金泰防腐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危20192480

80 谢祥平 男340721197211011835340721********1835 铜陵金泰防腐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危20192481

81 余兵 男340703196712024012340703********4012 铜陵金泰防腐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危20192482

82 黄波 男342222199207145638342222********5638 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 90 铜危20192483

83 徐银平 男34072119700902451X340721********451X 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 92 铜危20192484

84 徐素红 男340702196710173536340702********3536 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 86 铜危20192485

85 王友虎 男340721196205040635340721********0635 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 93 铜危20192486

86 叶显华 男340721196301290917340721********0917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487

87 杜昌华 男340711197009050053340711********0053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88

88 胡茂胜 男342224198906022053342224********2053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489

89 胡天红 男43032119751005857X430321********857X 湘潭市防腐保温安装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2490

90 王伟 男342222197411173231342222********3231 安徽同利防腐安装总公司 88 铜危20192491

91 汪铜贵 男340702196402122075340702********2075 铜陵捷盛防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92

92 苏日军 男340721197012221813340721********1813 铜陵四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493

93 张取伟 男340702197907160012340702********0012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7 铜危20192494

94 徐俊 男340702197210270510340702********0510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495

95 张明 男340703197106080035340703********0035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496

96 阮德宽 男340104198108252513340104********2513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497

97 黄晨 男342622198204240477342622********0477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92498



98 徐海涛 男340702198609280512340702********0512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2499

99 葛庆斌 男340703197112060014340703********0014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500

100 张枫 男340702198106142011340702********2011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501

101 江涛 男342623199311165717342623********5717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502

102 周固策 男340721197408132710340721********2710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504

103 李学正 男340702196507010096340702********0096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2505

104 于丹 男340702198209130515340702********0515 铜陵精讯特种漆包线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危20192506

105 张翔 男340702198711252016340702********2016 铜陵精讯特种漆包线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危20192507

106 汤国强 男340721197204040312340721********031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石油分公司 92 铜危20192509

107 刘美霞 女340823197110253120340823********3120 铜陵市成昊商贸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510

108 王文金 男342824196411240431342824********0431 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83 铜商20190223

109 王亮 男340711198112290033340711********0033 铜陵亿顺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91 铜商20190224

110 杨德胜 男340703196411244038340703********4038 铜陵鋆铜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商20190225

111 张子初 男330382199408084016330382********4016 铜陵南铁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96 铜商20190227

112 刘泽 男340721197812244837340721********4837 铜陵市永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90228

113 任士标 男340702196412120516340702********0516 铜陵有色金强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商20190229

114 柯龙 男340703198811110556340703********0556 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93 铜商20190230

115 祝必生 男340811198402116311340811********6311 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91 铜商20190231

116 徐贵 男340703197307234010340703********4010 铜陵鋆铜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商20190232

117 王贵钧 男340802198408100672340802********0672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3 铜商20190233



118 宋波 男340702197311070016340702********0016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5 铜商20190234

119 魏宏凌 男340702196904182019340702********2019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90235

120 章进 男34070219741022501X340702********501X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1 铜商20190236

121 洪少东 男340703196807100057340703********0057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90237

122 钱玮 男340703198710300019340703********0019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238

123 吴嵘杰 男340703198111274015340703********4015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3 铜商20190239

124 张焱 男340702197505022530340702********2530 铜陵市永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9 铜商20190242

125 程祥 男340721197209155178340721********5178 铜陵美格服装有限公司 81 铜商20190243

126 王超 男342823197211056590342823********6590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5 铜商20190244

127 孙茂林 男340702197001242011340702********2011 安徽凯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3 铜商20190245

128 周金文 男340702196510250074340702********0074 铜陵坚益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商20190246

129 章志 男340702197711180011340702********0011 铜陵坚益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商20190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