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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刘珍荣等 73 人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

核不合格的人员名单（第四批，共 2页）
序号 盟市 姓名 类别 企业名称

1 鄂尔多斯 刘珍荣 B 内蒙古翰鼎建设有限公司

2 通辽 张国兴 B 通辽越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 兴安盟 房婷婷 B 内蒙古华圳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4 乌兰察布 闫彩虹 B 内蒙古华源智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5 乌兰察布 郝建文 B 内蒙古华源智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6 鄂尔多斯 程泽飞 C2 内蒙古德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 鄂尔多斯 杨飞 C2 内蒙古德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 乌兰察布 陈悦琪 C2 内蒙古烨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 乌兰察布 薛晓立 C2 内蒙古华源智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0 乌兰察布 李梦钊 C2 内蒙古方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 乌兰察布 董文赐 C2 内蒙古华源智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12 乌兰察布 于洋 C2 内蒙古烨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 乌兰察布 秦玉龙 C2 内蒙古泽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 乌兰察布 邹建则 C2 内蒙古天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 乌兰察布 石琳 C2 内蒙古泽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 乌兰察布 智超 A 乌兰察布市齐达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17 鄂尔多斯 刘志龙 A 内蒙古腾谱建设有限公司

18 乌兰察布 赵小安 C2 乌兰察布市众利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9 乌兰察布 王玮 C2 乌兰察布市开铭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 赤峰 于炎芳 B 内蒙古复鑫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1 呼伦贝尔 赵桂玲 B 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根河森林工业有限公司

22 包头 呼俊梅 B 内蒙古中建远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3 通辽 白杨 C2 内蒙古华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 乌兰察布 肖扬 C2 内蒙古华源智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25 乌兰察布 郭佳 C2 乌兰察布市开铭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6 乌兰察布 逯茂胜 C2 内蒙古泽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7 鄂尔多斯 张丽梅 C2 鄂尔多斯市锦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 乌兰察布 邢敏 C2 内蒙古天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9 乌兰察布 谷力强 C2 内蒙古天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 鄂尔多斯 马昕 C2 鄂尔多斯市泰发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31 乌兰察布 郭春雨 C2 内蒙古烨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 包头 王续林 C2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33 包头 张圆 C2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34 包头 陈卫东 C2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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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赤峰 樊振波 C2 敖汉旗中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6 赤峰 李亚楠 C2 敖汉旗中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7 赤峰 马成伟 C2 敖汉旗中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8 赤峰 刘莉 C2 敖汉旗中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9 赤峰 赵东华 C3 内蒙古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0 乌海 张杨 C2 乌海市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1 包头 田俄 C2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42 鄂尔多斯 闫涛 C2 内蒙古德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3 赤峰 郭文政 C2 内蒙古复鑫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4 赤峰 宋长艳 C3 内蒙古中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5 鄂尔多斯 李红 C2 内蒙古新明阳建设有限公司

46 赤峰 刘美玲 C2 内蒙古复鑫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7 包头 李松 C2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48 赤峰 陈常有 C2 内蒙古复鑫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9 赤峰 李真 C2 内蒙古复鑫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50 包头 任福龙 C1 内蒙古广厦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1 包头 魏福辉 C2 内蒙古广厦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2 阿拉善盟 杜海权 C1 内蒙古玉蛟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3 阿拉善盟 周磊 C1 内蒙古玉蛟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4 鄂尔多斯 王金朋 C3 内蒙古中景路桥有限公司

55 呼伦贝尔 德辉 C1 神华大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6 赤峰 石凯男 B 赤峰恒通路桥有限公司

57 阿拉善盟 仲加利 B 阿拉善盟万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58 巴彦淖尔 赵亮 B 巴彦淖尔市计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9 呼和浩特 李炜 B 内蒙古卓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 呼和浩特 杜利平 A 内蒙古卓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1 呼伦贝尔 冯程 B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兄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2 呼伦贝尔 陈永恒 B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兄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3 乌海 韩生雨 A 乌海市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4 呼伦贝尔 杨天兴 A 呼伦贝尔伊敏盛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5 呼和浩特 王丽英 B 内蒙古太伟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66 包头 刘海霞 C3 内蒙古隆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7 赤峰 张伟男 C3 赤峰永安建筑拆除工程有限公司

68 呼和浩特 史富华 A 内蒙古乘烨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69 呼伦贝尔 赵全义 A 神华大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70 赤峰 周学 A 敖汉旗中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71 赤峰 林彦博 A 敖汉旗中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72 呼和浩特 吕宽容 A 内蒙古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3 呼和浩特 全壮 A 内蒙古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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