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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彦 女370121197104287724370121********7724 铜陵市利安达运贸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危20192091

2 孙道振 男340702197804150030340702********0030 铜陵市惠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危20192092

3 朱俊 男320481199005246217320481********6217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危20192093

4 高霞 女630103196805031226630103********1226 铜陵市杨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危20192094

5 张明宝 男342623196908076190342623********6190 铜陵雨露商贸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095

6 孙加胜 男320324197305165679320324********5679 铜陵胜陵油品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危20192096

7 刘铁牛 男510212196705280393510212********0393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94 铜危20192097

8 沈同长 男34262319681122031X342623********031X 铜陵安东铸铜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危20192098

9 彭超 男340702199009142014340702********2014 铜陵市利安达运贸有限责任公司 83 铜危20192099

10 黄华东 男340721197708285153340721********5153 铜陵保信运输有限公司 85 铜危20192100

11 刘小五 男340711197811260031340711********0031 铜陵保信运输有限公司 83 铜危20192101

12 黄进 男350322198609245130350322********5130 枞阳县周潭镇铜鼓澄加油站 85 铜危20192102

13 王智彬 男350322199508235114350322********5114 枞阳县周潭镇铜鼓澄加油站 84 铜危20192103

14 鲁堃 男340702197410011054340702********1054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危20192104

15 江溟 男340702197609303572340702********3572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危20192105

16 王素海 男340702197101313518340702********3518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危20192106

17 任巍 女340702197004180047340702********0047 铜陵顺谦商贸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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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纯龙 男340521197607201319340521********1319 铜陵市柳阳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危20192110

19 程雪燕 女340703198812310525340703********0525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111

20 孙文菊 女34260119881004532X342601********532X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铜危20192112

21 唐春 女452323198207163126452323********3126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铜危20192113

22 冯旭飞 男410526198804084419410526********4419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 铜危20192114

23 王心 男342623199102086350342623********6350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 铜危20192115

24 鲁忠健 男340721196404010658340721********0658 铜陵胜陵油品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危20192116

25 陈永胜 男340721197201193313340721********3313 铜陵中燃百江燃气有限公司 86 铜危20192117

26 邹小春 男340702196912252013340702********2013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动力分厂 87 铜危20190118

27 曾宪诚 男320481197512135010320481********5010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动力分厂 83 铜危20190119

28 王必军 男342421197205017814342421********7814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5 铜商20190071

29 孙秀玉 男310110197310170439310110********0439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5 铜商20190072

30 张元奎 男370922197103216916370922********6916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1 铜商20190073

31 何少华 男420984197605300011420984********0011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6 铜商20190074

32 柳昊 男420984197110180118420984********0118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85 铜商20190075

33 周燕群 男340111197808051033340111********1033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6 铜商20190076

34 葛贤文 男130603196503200951130603********0951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6 铜商2019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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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武浩 男34220119700711043X342201********043X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078

36 陈丽华 女340703197605170027340703********0027 铜陵其胜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5 铜商20190079

37 林小燕 女340721198011164524340721********4524 铜陵其胜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5 铜商20190080

38 林阳 男340721199106080918340721********0918 铜陵其胜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6 铜商20190081

39 沈同贵 男34262319710417681X342623********681X 铜陵安东铸铜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商20190082

40 刘小羊 男340703196810220017340703********0017 铜陵广阔商贸有限公司 82 铜危20190120

41 左双全 男340823198811197015340823********7015 铜陵市江洲阳光加油站 89 铜危20190121

42 陈伟 男340702199312012052340702********2052 铜陵市江洲阳光加油站 95 铜危20190122

43 崔北虎 男340323197801253317340323********3317 铜陵市江洲阳光加油站 95 铜危20190123

44 李芳 女34070219791215352X340702********352X 铜陵市江洲阳光加油站 86 铜危20190124

45 汪姣 女340881199304160224340881********0224 铜陵市江洲阳光加油站 88 铜危20190125

46 洪亮 男340702197112102038340702********2038 铜陵县金塔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分公司 83 铜矿20190025

47 江祥胜 男340721197012261516340721********1516 铜陵晓祥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93 铜矿20190026

48 李正华 男340721195502180015340721********0015 铜陵晓祥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89 铜矿20190027

49 包宝林 男340702195107270011340702********0011 铜陵县董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3 铜矿20190028

50 王国苗 男331082198211117531331082********7531 铜陵一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030

51 华有山 男340721196210222716340721********2716 温州东大矿建工程公司铜陵分公司 87 铜矿2019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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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方根水 男34072119541026211X340721********211X 铜陵泰富矿业有限公司 85 铜矿20190034

53 王强 男420204197407244530420204********4530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3 铜矿20190035

54 熊安邦 男43092219831121385X430922********385X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4 铜矿20190036

55 刘爱国 男340825196405180211340825********0211 铜陵锦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3 铜矿20190037

56 黄勇 男340721196610240614340721********0614 铜陵县金塔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分公司 82 铜矿20190038

57 牧启炉 男340223196909017834340223********7834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0 铜矿20190039

58 魏爱兵 男340703196709170051340703********0051 铜陵县金塔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分公司 83 铜矿20190040

59 何云 男34072119960903151X340721********151X 铜陵晓祥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85 铜矿20190041

60 候怀宝 男340702197709291011340702********1011 铜陵晓祥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88 铜矿20190042

61 陈云羽 男340721198308231214340721********1214 铜陵晓祥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82 铜矿20190043

62 方明月 男340711196601080011340711********0011 铜陵晓祥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94 铜矿20190045

63 陈飞宇 男340721198207171216340721********1216 铜陵晓祥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82 铜矿20190046

64 邢家勇 男340703196207044514340703********4514 铜陵县董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矿20190048

65 何志永 男33262119670404693X332621********693X 铜陵一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049

66 苏骏 男340702198910241010340702********1010 铜陵县金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4 铜矿20190051

67 张建设 男340721197002142417340721********2417 铜陵县金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052

68 汪继坤 男340721197110072153340721********2153 铜陵县金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8 铜矿2019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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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查卫东 男340721197108012717340721********2717 安徽省铜陵县黄金堆浸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054

70 曹磊 男340703197311134012340703********4012 安徽牛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6 铜矿20190056

71 孙有华 男340721197109290655340721********0655 安徽牛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9 铜矿20190057

72 张建红 男340721197512282110340721********2110 安徽牛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7 铜矿20190058

73 李克雾 男340721197312280639340721********0639 安徽牛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6 铜矿20190059

74 俞霏 男340703198811274032340703********4032 安徽牛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93 铜矿20190060

75 文万茂 男34072119771002063X340721********063X 安徽牛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7 铜矿20190062

76 张茂文 男340721196611191535340721********1535 铜陵远大石灰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0 铜矿20190063

77 吴多有 男340721196601180939340721********0939 温州东大矿建工程公司铜陵分公司 100 铜矿20190064

78 李正昌 男340721196811272735340721********2735 铜陵羊耳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9 铜矿20190065

79 伍文华 男340721197111122730340721********2730 铜陵羊耳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6 铜矿20190066

80 朱贵华 男340721197404232511340721********2511 铜陵羊耳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矿20190067

81 查仁龙 男340721197703035438340721********5438 铜陵羊耳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2 铜矿20190068

82 姚玉龙 男340721196112062712340721********2712 铜陵羊耳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5 铜矿20190069

83 洪文华 男340104198303062555340104********2555 铜陵桐兴硫锌矿业有限公司 86 铜矿20190070

84 王荣志 男340721197612062713340721********2713 铜陵金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铜矿20190071

85 吴照明 男340721196502092116340721********2116 铜陵泰富矿业有限公司 91 铜矿2019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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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李尚万 男340721197507042112340721********2112 铜陵泰富矿业有限公司 95 铜矿20190073

87 江光付 男340721197911192112340721********2112 铜陵泰富矿业有限公司 84 铜矿20190074

88 黄浩 男342601199211060610342601********0610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 铜矿20190075

89 杨家坤 男220182199511297814220182********7814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铜矿20190076

90 汪勇 男210504196704041337210504********1337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2 铜矿20190077

91 万仁发 男340721196406010918340721********0918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078

92 王必武 男340721196507110635340721********0635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3 铜矿20190079

93 陶其进 男34072119721116273X340721********273X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6 铜矿20190080

94 蒋班文 男34072119731202271X340721********271X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3 铜矿20190081

95 朱长友 男340721196610031513340721********1513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082

96 刘恒 男340825199412020236340825********0236 铜陵锦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7 铜矿20190085

97 俞四清 男340721196405042416340721********2416 铜陵县金塔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分公司 86 铜矿20190087

98 曾士成 男330327197211215672330327********5672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矿20190088

99 麦明跃 男532623197906140910532623********0910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089

100 陈荣星 男330327196907195679330327********5679 铜陵万通井巷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矿20190090

101 林乃笔 男352224197310035010352224********5010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6 铜矿20190092

102 闻德武 男340721196407080619340721********0619 铜陵县金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矿2019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