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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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兆贵 男320722198108136338320722********6338 安徽沸点新材料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1054

2 杨庆水 男340702196410052513340702********2513 铜陵清华科技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1055

3 郭子富 男620105196506201011620105********1011 安徽清科瑞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1056

4 姜华 男310104196803140519310104********0519 铜陵瑞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91057

5 王光忠 男340702196504231010340702********1010 铜陵鑫美化工有限公司 81 铜危20192528

6 李敏 女370982198610053665370982********3665 安徽信敏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529

7 阚磊 男32068219841105001X320682********001X 安徽省纳斯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530

8 许颖群 女340702198508022549340702********2549 安徽易普化工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531

9 童强 男340702196809023511340702********3511 铜陵首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91 铜危20192532

10 汝连生 男34122719840809153X341227********153X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533

11 刘阳 男340702198408187530340702********7530 铜陵华强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534

12 夏守禄 男41272319800506903X412723********903X 安徽沸点新材料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1058

13 席日勇 男320682198111236437320682********6437 安徽沸点新材料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1059

14 王磊 男342626198603270011342626********0011 安徽沸点新材料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1060

15 周锐 男340823198710287513340823********7513 铜陵化工集团有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危20191061

16 姚文熟 男340702196503173517340702********3517 铜陵清华科技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1062

17 王伟 男340823199003200313340823********0313 安徽清科瑞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1064



18 陈胜 男342623198209136317342623********6317 安徽清科瑞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1065

19 吴月先 男340823197012087210340823********7210 安徽清科瑞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91066

20 王玲玲 女340702197204050044340702********0044 安徽清科瑞洁新材料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91067

21 郑宏亮 男340702196308043514340702********3514 铜陵金澔特科技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91068

22 朱成恒 男340721198902284837340721********4837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1069

23 阮德新 男340721195709130613340721********0613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1070

24 吴福星 男340702196503213531340702********3531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1072

25 施跃华 男340721197701111513340721********1513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1073

26 周裕昂 男342221199601205030342221********5030 铜陵瑞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1074

27 杨宾科 男620525198612131033620525********1033 铜陵瑞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91075

28 汪祥云 男340111196909257036340111********7036 铜陵瑞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1076

29 章绪山 男34070219691111353X340702********353X 铜陵瑞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91077

30 汪年付 男340702196412137510340702********7510 铜陵瑞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1078

31 杨春 男340703197603270059340703********0059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1079

32 汤凌峰 男340703199505160031340703********0031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1080

33 殷静文 女342224199204061589342224********1589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1081

34 张晓兵 男34082319781001151X340823********151X 铜陵金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危20192535

35 鲍鹏斌 男340721197310180036340721********0036 铜陵城关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536

36 陈俊 男340721198612134515340721********4515 安徽省纳斯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92537

37 陈巧 男342401199310167674342401********7674 铜陵钟顺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危20192538



38 陈良华 男340721197808265416340721********5416 铜陵城关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539

39 陈国富 男340721197204302415340721********2415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2540

40 王剑钊 男340702197906013539340702********3539 铜陵精远线模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危20192541

41 刘春峰 男340702196404011037340702********1037 铜陵嘉合科技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542

42 倪斌 男340704196401160013340704********0013 铜陵嘉合科技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92543

43 刘君 男340702198107151032340702********1032 铜陵首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危20192544

44 陶强 男340702199309145014340702********5014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92545

45 钟光余 男340111197002011016340111********1016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2546

46 汪银芳 女340721199411231524340721********1524 铜陵钟顺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危20192547

47 方芳 女342623198706052122342623********2122 铜陵华强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548

48 陈建刚 男320520195604202413320520********2413 铜陵市丰润膨润土矿业有限公司 90 铜矿20190344

49 俞萍锋 男33901119760919047X339011********047X 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345

50 王应儒 男34070319660606001X340703********001X 铜陵市新华山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346

51 戴来平 男340703196611250053340703********0053 铜陵市新华山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347

52 张良文 男340721196812252437340721********2437 铜陵市狮子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348

53 陈铜港 男340702196208245012340702********5012 铜陵市狮子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349

54 吴礼亮 男340823197403253714340823********3714 枞阳县石湾阴边铜矿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矿20190350

55 鲍浩航 男340703199611294519340703********4519 铜陵市安铜井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351

56 赵荣丰 男110106196304104279110106********4279 北京同仁堂安徽中药材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92549

57 吴飞龙 男330523199505036412330523********6412 铜陵市丰润膨润土矿业有限公司 85 铜矿20190352



58 尹平如 男340721196702102139340721********2139 铜陵市新华山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91 铜矿20190353

59 夏庆华 男340703196709300039340703********0039 铜陵市新华山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354

60 程虎 男340702197404262519340702********2519 铜陵市新华山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355

61 王士云 男340721197810122414340721********2414 铜陵锦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3 铜矿20190356

62 张胜你 男34072119660607393X340721********393X 铜陵市虎山磁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359

63 严文会 男340711197111250019340711********0019 铜陵县金榔钱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360

64 鲍向华 男340703197107240010340703********0010 铜陵市狮子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矿20190362

65 陈来富 男340721198808130911340721********0911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91082

66 沈园 男340702197510113517340702********3517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91083

67 杨帆 男340702199307083518340702********3518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1084

68 陈梦影 女340703199601014042340703********4042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91086

69 谢军建 男340711199202080034340711********0034 北京同仁堂安徽中药材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550

70 任大伟 男130828198203052413130828********2413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551

71 谢礼胜 男340702196712200016340702********0016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552

72 崔虎林 男342622198609064635342622********4635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92553

73 张复向 男340811195412264410340811********4410 安徽省枞阳县恒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