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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广亿 男320219197010056559320219********6559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1088

2 刘群 男340702196511133531340702********3531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81089

3 侯文泉 男340702196301152013340702********2013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97 铜危20181090

4 刘阿龙 男341222198809112555341222********2555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81091

5 张华 男340823197611160854340823********0854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81092

6 张顺东 男612430199002192234612430********2234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81093

7 王青 男34012219920404691X340122********691X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81094

8 张海涛 男340702196806063534340702********3534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1095

9 冯建彬 男422126198210112031422126********2031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81096

10 姚为运 男340721198812300936340721********0936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81097

11 赵农年 男340721196108260636340721********0636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81098

12 李叶青 男340702196511100019340702********0019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81099

13 汪海龙 男340821198406072216340821********2216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81100

14 鲍兵 男34070219700526201X340702********201X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81101

15 石可 男422130198307283018422130********3018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81102

16 付军 男340702196607013577340702********3577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81103

17 杨春 男320828197905245210320828********5210 铜陵秦风气体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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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汪中华 男340711196501270512340711********0512 铜陵市亚泰涂料厂 87 铜危20181105

19 江鹏 男340703198604104516340703********4516 北京同仁堂安徽中药材有限公司 91 铜商20180106

20 牛勇 男340702197111043515340702********3515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99 铜商20180107

21 陈年庆 男340702197202133559340702********3559 铜陵市铜官山化工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1106

22 陈卓 男340702198910230012340702********0012 安徽灵通交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危20182494

23 叶英桂 女342401197505010045342401********0045 铜陵晟泽贸易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82495

24 曹前进 男340702196411181018340702********1018 铜陵市华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危20182496

25 李霞 女340702196703137027340702********7027 铜陵市双盈焊接材料经营部 89 铜危20182497

26 鲍继坤 男340721197305252138340721********2138 安徽冠华黄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2498

27 陈宏礼 男340702196608255017340702********5017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5 铜商20180127

28 朱本德 男340703198206070015340703********0015 铜陵众帮物流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82500

29 熊斌 男340702197709051018340702********1018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危20182501

30 陆磊 男340703198810160017340703********0017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危20182502

31 吴翔 男340702199104290015340702********0015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危20182503

32 任敏 女342427197712060022342427********0022 铜陵晟泽贸易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82504

33 陈东 男340703197412050010340703********0010 铜陵市华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危20182505

34 陈春彦 男420984196804190017420984********0017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8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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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程海松 男340822197210052231340822********2231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5 铜商20180129

36 查瑛 男340825197502024311340825********4311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89 铜商20180130

37 张卫平 男342823196701120212342823********0212 枞阳县金海加油站 98 铜危20182506

38 刘八四 男342823196809256912342823********6912 枞阳县新强铜业有限公司 84 铜矿20180223

39 江来祥 男342823197009060211342823********0211 枞阳县金海加油站 96 铜危20182508

40 徐元成 男340721196302272112340721********2112 铜陵县天门同兴金鑫选矿厂 80 铜矿20180224

41 王家君 女340222198209270065340222********0065 铜陵金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80225

42 董招友 男340721196106130918340721********0918 铜陵金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矿20180226

43 章磊 男340721199210235414340721********5414 铜陵县金新选矿厂 93 铜矿20180227

44 秦发明 男340721197901102718340721********2718 铜陵金辉矿产品有限公司 86 铜矿20180228

45 孔德双 男340311198807200813340311********0813 铜陵桐兴硫锌矿业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80229

46 陈守延 男612426197807153052612426********305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80230

47 徐礼勇 男612426197905136619612426********6619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矿20180231

48 王国苗 男331082198211117531331082********7531 铜陵一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3 铜矿20180232

49 李凌鸣 男331082198809169213331082********9213 铜陵一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80233

50 何敬伟 男412726198208102919412726********2919 铜陵县新桥叶湖铁矿 95 铜矿20180234

51 梁昌宏 男340222197301206619340222********6619 铜陵金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8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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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章辉 男340721199112095411340721********5411 铜陵县金新选矿厂 93 铜矿20180236

53 吴昌义 男340721196202162119340721********2119 铜陵金辉矿产品有限公司 93 铜矿20180237

54 李桂峰 男372832197012197413372832********7413 铜陵县天门同兴金鑫选矿厂 83 铜矿20180238

55 傅为民 男340702196212042517340702********2517 铜陵市玉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5 铜矿20180239

56 张君 男512301198303135238512301********5238 中帆能源有限公司 91 铜危20182509

57 张得志 男420321198610114914420321********4914 中腾鑫能石化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82512

58 崔平 男210602196304220056210602********0056 中乔环宇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84 铜危20182513

59 薛居鑫 男370305196311055017370305********5017 齐盛石油物资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82514

60 苏兆文 男370503196812062619370503********2619 中仁晟合能源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82515

61 李帅 男412822197909154813412822********4813 安徽嘉莱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81 铜危20182516

62 豆神飞 男432831197403232431432831********2431 彦君能源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82517

63 张君 女370322198101110722370322********0722 安徽旭昂能源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82518

64 吴中义 男132934197008050914132934********0914 中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2520

65 沈九江 男34112219790528041X341122********041X 安徽江可启能源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82521

66 古有泽 男340222196809295718340222********5718 安徽坤旭石化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82523

67 佘靖 男340202198202070452340202********0452 安徽靖洲能源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82524

68 钱安琪 女34072119960714094X340721********094X 铜陵瑞仁能源有限公司 97 铜危2018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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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胡珊珊 女340721198902102722340721********2722 中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82528

70 沈煜康 男32052519850720253X320525********253X 中腾鑫能石化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82531

71 陈倩 女340721199108054529340721********4529 中乔环宇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87 铜危20182532

72 朱秀芳 女370523198403282420370523********2420 齐盛石油物资有限公司 81 铜危20182534

73 许怡霜 女340721199409052121340721********2121 中仁晟合能源有限公司 96 铜危20182535

74 薛小平 男320223196911271459320223********1459 彦君能源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82536

75 罗月秀 女340721198610081843340721********1843 安徽旭昂能源有限公司 98 铜危20182537

76 冯路 男342401198408170033342401********0033 安徽贵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82538

77 张伟涛 男372301198610013410372301********3410 中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2539

78 袁翠玲 女341122197910195826341122********5826 安徽江可启能源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82540

79 张金保 男340202195202072518340202********2518 安徽坤旭石化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82542

80 谢贵龙 男340221197909107372340221********7372 安徽靖洲能源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82543

81 张文 男340721199510112432340721********2432 铜陵市文犇商贸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82546

82 苏永成 男150222197311143513150222********3513 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91 铜矿20180240

83 全本建 男370225197008011710370225********1710 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93 铜矿20180241

84 舒兴满 男342823197003240019342823********0019 枞阳亚同环保有限公司 81 铜商20180131

85 储兵 男612427198008181912612427********1912 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86 铜矿2018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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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蔡福进 男330327198311050419330327********0419 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 83 铜矿20180241

87 季金星 男340703197710294515340703********4515 铜陵市万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危20182548

88 张居林 男342623197109115733342623********5733 铜陵巨林油品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82549

89 章文灿 男340721198206035415340721********5415 铜陵鑫睿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2550

90 颜小四 男340702196211093515340702********3515 铜陵宝陵协力有限公司 95 铜危20182551

91 吴再起 男340702196203233530340702********3530 铜陵宝陵协力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82552

92 张静 男342623199111165712342623********5712 铜陵巨林油品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2553

93 吴振亚 男340721199008045415340721********5415 铜陵安博电路板有限公司 80 铜危20182554

94 丁涛 男340721198602214212340721********4212 铜陵安博电路板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82556

95 陈亮亮 男340822198811061111340822********1111 安徽瑞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82 铜商20180134

96 黄祖平 男510521197609020476510521********0476 安徽瑞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87 铜商20180135

97 査奇文 男340721199302083614340721********3614 安徽瑞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80136

98 胡阳林 男340703198409234016340703********4016 安徽瑞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96 铜商20180137

99 邓旭城 男340721199403280932340721********0932 安徽瑞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87 铜商20180138

100 朱小号 男340721197712185112340721********5112 安徽瑞铁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88 铜商20180139

101 周君妮 女340702198601161025340702********1025 安徽嘉迅商贸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82557

102 王国良 男340702197312027511340702********7511 铜陵丰山三佳微电子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8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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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汪大海 男340123197510261092340123********1092 铜陵金东信商贸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82559

104 周海妮 女340702198306121047340702********1047 安徽嘉迅商贸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82560

105 王勇 男340703197904080056340703********0056 铜陵丰山三佳微电子有限公司 93 铜危20182561

106 王华 女340703198110220023340703********0023 铜陵丰山三佳微电子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82562

107 汪诗君 男340702197607183511340702********3511 铜陵丰山三佳微电子有限公司 81 铜危20182563

108 吴凌燕 女340721197302050047340721********0047 铜陵金东信商贸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82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