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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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根保 男340721194703112110340721********2110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5 铜矿20190364

2 王鸿 男340702197103272510340702********2510 温州东大矿建工程公司铜陵分公司 91 铜矿20190365

3 黄华斌 男340721196803190617340721********0617 铜陵市金顺矿业有限公司 91 铜矿20190367

4 夏志强 男340702197910042033340702********2033 铜陵市狮子山区西湖东狮子山铜矿 85 铜矿20190368

5 徐光胜 男32022319731012313X320223********313X 铜陵县董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369

6 陈应前 男340721196711102114340721********211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矿20190370

7 胡文学 男340721196604062137340721********2137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3 铜矿20190371

8 刘国俊 男340721197302042151340721********2151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372

9 汪振虎 男340721197202122138340721********2138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矿20190373

10 刘赟 男34072119850328213X340721********213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374

11 杨四传 男340721195802203012340721********301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矿20190376

12 张启运 男342822196608014611342822********4611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378

13 黄荣庆 男340721197102080639340721********0639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379

14 张太玉 男340702196304220034340702********003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380

15 鲍家如 男340721196407132116340721********2116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矿20190381

16 韦学文 男340721196611092174340721********217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矿20190384

17 管柏青 男340721196601172111340721********2111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386



18 许院生 男34072119730430301X340721********301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3 铜矿20190388

19 陈志霞 男34072119620725301X340721********301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389

20 胡家喜 男340721196904142112340721********211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391

21 何宏船 男342529196501291617342529********1617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392

22 何晓龙 男342622196506305214342622********521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393

23 周三来 男342823196208267018342823********7018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394

24 方根生 男340721197209250351340721********0351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395

25 张贤进 男340721196310140910340721********0910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396

26 李和平 男341024198511249219341024********9219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397

27 崔前库 男340721197312160936340721********0936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399

28 陈永亮 男340222198207046019340222********6019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矿20190400

29 胡宗坤 男340721197010090936340721********0936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401

30 许白强 男340721197202062139340721********2139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402

31 张胜贤 男340721195609292113340721********2113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404

32 张圣银 男340721197203292155340721********2155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405

33 张开银 男34022219700914203X340222********203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406

34 杨建华 男34072119650828213X340721********213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矿20190407

35 李庆民 男150423196802154412150423********441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409

36 汪祥明 男340721196810190631340721********0631 温州东大矿建工程公司铜陵分公司 90 铜矿20190411

37 俞泽明 男340721198001242779340721********2779 温州东大矿建工程公司铜陵分公司 81 铜矿20190412



38 祝钦锋 男362302196705315011362302********5011 枞阳县鑫边铜矿有限公司 91 铜矿20190413

39 宁城 男362302196407165019362302********5019 枞阳县鑫边铜矿有限公司 95 铜矿20190414

40 苏传兵 男340811196506084618340811********4618 枞阳县鑫边铜矿有限公司 88 铜矿20190415

41 苏传军 男340704196303200018340704********0018 枞阳县鑫边铜矿有限公司 82 铜矿20190416

42 徐远伟 男360211196505045917360211********5917 枞阳县鑫边铜矿有限公司 84 铜矿20190417

43 邱忠期 男362323197304201319362323********1319 枞阳县鑫边铜矿有限公司 84 铜矿20190418

44 张志科 男340503198009090315340503********0315 南陵中泰工矿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84 铜矿20190419

45 史勇军 男342623197407206318342623********6318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420

46 胡兴奋 男340721196210160615340721********0615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421

47 黄开家 男340721196403112134340721********213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矿20190422

48 汪先虎 男340721196503122137340721********2137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矿20190423

49 吴礼明 男340721197112262153340721********2153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424

50 杨健 男34072119820707001X340721********001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矿20190426

51 杨有武 男340721196804093034340721********303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427

52 李善荣 男340721196512312151340721********2151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428

53 张启文 男342822197103244635342822********4635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429

54 戴福洲 男340703196204040032340703********003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430

55 方畅生 男340823198501053112340823********311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矿20190432

56 方庆生 男340823198905123113340823********3113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433

57 汪世全 男340721196807112114340721********211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434



58 吴礼荣 男340721196509142112340721********211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1 铜矿20190435

59 胡小牛 男340702196810120052340702********005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436

60 徐志彪 男340721196705102118340721********2118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437

61 许寿龙 男34072119640213215X340721********215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438

62 杨杰 男340721198906013014340721********301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矿20190439

63 陈金强 男340702196910182015340702********2015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矿20190440

64 陈荣保 男340222197601106652340222********665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1 铜矿20190441

65 阮德方 男34072119691024481X340721********481X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442

66 童和平 男340721196208200614340721********061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443

67 朱四清 男342501196509214011342501********4011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444

68 周文进 男340823198410217038340823********7038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446

69 张子文 男340721198502090910340721********0910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矿20190447

70 许小亮 男340721199010120938340721********0938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448

71 赵尚武 男340721197309123317340721********3317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矿20190450

72 徐来春 男342701197011281415342701********1415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451

73 姚四清 男340721196605270915340721********0915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矿20190452

74 罗绍兵 男340721197207044212340721********421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矿20190453

75 汪守家 男340703197402080056340703********0056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454

76 张建设 男340721196411092110340721********2110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455

77 涂正荣 男340721196012162118340721********2118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456



78 杨红平 男340721197301052139340721********2139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458

79 裴瑞庆 男150423197904174697150423********4697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460

80 鲍义才 男340704196809020030340704********0030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461

81 袁能 男340703197009074530340703********4530 安徽省华煤矿山建设有限公司 85 铜矿20190462

82 梅向阳 男340702196810231019340702********1019 铜陵华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463

83 黄银松 男320223197801283410320223********3410 铜陵县董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矿20190467

84 刘志华 男320102198110051298320102********1298 铜陵县董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