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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李伟军等 221 人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的人员名单（第三十八批，共 6页）

序号 盟市 姓名 类别 企业名称

1 呼和浩特 李伟军 A 内蒙古人勤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 呼和浩特 兰天 B 呼和浩特市城发供热管网维护服务有限公司

3 呼和浩特 赵海龙 C2 内蒙古一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 呼和浩特 王洋 C2 内蒙古人勤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5 呼和浩特 余克瑶 B 内蒙古兆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 呼和浩特 张瑞军 B 内蒙古城忠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 呼和浩特 郭猛 B 内蒙古佳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8 呼和浩特 王永富 B 内蒙古中帆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9 呼和浩特 高丽青 C2 内蒙古中嘉建设有限公司

10 呼和浩特 柳金龙 C2 内蒙古城忠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 呼和浩特 刘亚如 C2 内蒙古人勤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2 呼和浩特 田晓红 B 内蒙古丽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3 呼和浩特 刘灵慧 C2 内蒙古乘帆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建筑分公司

14 呼和浩特 张迎春 C1 内蒙古筑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 呼和浩特 马小君 C2 内蒙古锦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 呼和浩特 郭荣 B 内蒙古融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呼和浩特 杨晓杰 B 内蒙古融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 呼和浩特 李二林 C2 内蒙古成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9 呼和浩特 王爱平 C2 内蒙古新星建筑劳务集团有限公司

20 呼和浩特 李豆林 C2 内蒙古平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 呼和浩特 陈洁 C2 内蒙古晋通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2 呼和浩特 尚乐乐 C2 内蒙古平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3 呼和浩特 陈峰 C2 内蒙古新星建筑劳务集团有限公司

24 呼和浩特 赵树堂 C1 内蒙古派德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 呼和浩特 胡玲 C2 内蒙古昊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6 呼和浩特 李建忠 C2 内蒙古晋通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7 呼和浩特 王雄 C2 内蒙古昊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 呼和浩特
那仁格

日乐图
C1 内蒙古开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9 呼和浩特 韩永林 C1 内蒙古开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 呼和浩特 石东海 C1 内蒙古成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31 呼和浩特 包海艳 C1 内蒙古正元炜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 呼和浩特 姚海阳 C1 内蒙古开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3 呼和浩特 韩永志 C1 内蒙古开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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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呼和浩特 李文军 A 内蒙古旭龙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35 呼和浩特 陈浩伟 A 内蒙古旭龙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36 呼和浩特 张记禄 B 内蒙古晋通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37 呼和浩特 戚宏 B 内蒙古昌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8 呼和浩特 李美萍 C2 内蒙古保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9 呼和浩特 杨留柱 B 内蒙古宏泰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0 呼和浩特 薛丽琴 C1 内蒙古保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1 呼和浩特 李文成 C1 内蒙古宏泰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2 呼和浩特 曲国林 A 内蒙古优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3 呼和浩特 孟玲超 B 内蒙古宏泰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4 呼和浩特 云国雄 C2 内蒙古城忠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5 呼和浩特 谭磊 B 内蒙古宏泰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6 呼和浩特 田秋月 A 内蒙古平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7 呼和浩特 张晓璐 C2 内蒙古宏泰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8 呼和浩特 田小燕 B 内蒙古宏泰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9 呼和浩特 陈晓彬 A 内蒙古平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 呼和浩特 张迎春 C2 内蒙古丰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 呼和浩特 刘晓强 B 内蒙古兴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2 呼和浩特 燕慧龙 B 内蒙古兴辉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53 呼和浩特 计军军 C1 内蒙古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4 呼和浩特 岳金龙 A 内蒙古广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5 呼和浩特 王勇 A 内蒙古成壹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56 呼和浩特 高月 C2 内蒙古誉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7 呼和浩特 白露明 C2 内蒙古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8 呼和浩特 鲍俊影 A 内蒙古贝利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59 呼和浩特 霍晓光 A 内蒙古蒙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60 呼和浩特 王伟 B 内蒙古首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61 呼和浩特 许海军 B 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62 呼和浩特 赫玉成 C3 内蒙古韶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3 呼和浩特 段利军 B 内蒙古鸿宇万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4 呼和浩特
阿拉坦

敖其尔
C2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 包头 程琪 C2 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 包头 张旭东 B 内蒙古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7 包头 冯艳芳 B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68 包头 孟学威 C2 威达建设工程（内蒙古）有限公司

69 包头 孟利云 C2 威达建设工程（内蒙古）有限公司

70 包头 刘金龙 C1 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1 包头 柏林 C1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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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包头 于君柏 B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73 包头 王哲 C2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74 包头 傅裕 B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75 包头 王金华 C1 包头华恒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76 包头 范德超 B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77 包头 范凤山 B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78 包头 张慧娟 C1 内蒙古宏科瑞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9 包头 金利华 C2 内蒙古宏科瑞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0 包头 姜磊 C1 内蒙古宏科瑞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1 包头 冯小强 C1 威达建设工程（内蒙古）有限公司

82 包头 敖飞 A 内蒙古轩纳工程有限公司

83 包头 李斌 B 内蒙古汇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4 包头 王国成 C2 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 包头 弓云霞 B 内蒙古和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86 包头 杨彦军 B 内蒙古和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87 包头 闫小飞 C2 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8 包头 刘洋 C2 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9 包头 李志超 C2 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 包头 刘彩红 C1 内蒙古吉达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 包头 王品 C2 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 包头 郭先锋 B 内蒙古新开元建设有限公司

93 包头 白鹏 B 内蒙古新开元建设有限公司

94 包头 陈凯 B 内蒙古新开元建设有限公司

95 包头 王瑞玲 B 内蒙古新开元建设有限公司

96 包头 樊大威 B 内蒙古新开元建设有限公司

97 包头 许宏宇 B 内蒙古新开元建设有限公司

98 呼伦贝尔 田野 B 扎兰屯市中兴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9 兴安盟 尹明亮 B 兴安盟恒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兴安盟 梁立柱 B 内蒙古鑫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1 兴安盟 刘岩 B 内蒙古鑫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2 兴安盟 刘旭 C2 内蒙古德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3 兴安盟 马久洲 C2 内蒙古德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4 通辽 庄涛 A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5 通辽 张婷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6 通辽 马迪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7 通辽 李云艳 B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8 通辽 郭海涛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9 通辽 韩凤英 B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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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通辽 张智琪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1 通辽 王志超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2 通辽 王刚 A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3 通辽 王兴国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4 通辽 田浩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5 通辽 王申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6 通辽 杨欢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7 通辽 晁代勇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8 通辽 张杨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19 通辽 薛庆 C2 通辽光远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20 赤峰 李志凯 B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121 赤峰 王超群 B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122 赤峰 王丹丹 B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123 赤峰 周世超 B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124 赤峰 骆雪洁 B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125 赤峰 王娜娜 B 内蒙古中建建设有限公司

126 赤峰 刘玖军 C3 赤峰市宝田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127 赤峰 丛艳慧 C1 赤峰宝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8 赤峰 丛章楠 C1 赤峰市宝田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129 赤峰 王婧 C3 赤峰市宝田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130 赤峰 乌艳 C1 赤峰市宝田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131 赤峰 刘艳华 C1 赤峰高州建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32 赤峰 周艳茹 C3 赤峰永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3 赤峰 李国明 C3 赤峰高州建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34 赤峰 冯薇薇 C1 赤峰永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5 赤峰 孙瑞 C1 赤峰市平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6 赤峰 张国明 C3 赤峰市宝田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137 赤峰 杭艾 B 赤峰捷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8 赤峰 李佳琪 B 赤峰鑫兴安路桥有限公司

139 赤峰 崔蒙 C2 内蒙古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40 赤峰 崔丽敏 B 赤峰路达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1 赤峰 王泽生 A 宁城县润宁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142 赤峰 冯文静 C2 内蒙古腾飞盛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3 赤峰 王冬利 A 内蒙古钰龙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144 赤峰 李智勇 A 宁城县润宁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145 赤峰 张涛 C1 内蒙古腾飞盛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6 赤峰 侯振伟 C1 内蒙古腾飞盛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7 赤峰 于海阔 C3 赤峰天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48 锡林郭勒盟 刘琴 B 锡林郭勒盟嘉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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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锡林郭勒盟 彭艳 C2 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150 锡林郭勒盟 宁永乐 B 锡林浩特市金建工贸有限公司

151 锡林郭勒盟 薛斌 B 锡林郭勒盟荣江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52 锡林郭勒盟 李树贤 B 锡林郭勒盟嘉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53 乌兰察布 李建兴 A 内蒙古兴和县东方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54 乌兰察布 杨露 B 乌兰察布市俊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5 乌兰察布 刘晓琪 B 乌兰察布市俊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6 乌兰察布 贺志远 C2 乌兰察布市俊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7 乌兰察布 张新 B 乌兰察布市俊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8 乌兰察布 李书峰 B 内蒙古万鑫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9 乌兰察布 于鹏慧 C2 乌兰察布市俊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60 乌兰察布 马怀重 C1 乌兰察布市恒佳机械有限公司

161 乌兰察布 贾晓轩 B 乌兰察布市俊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62 乌兰察布 薛峰 B 内蒙古鼎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3 乌兰察布 王琼 C2 乌兰察布市俊峰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64 乌兰察布 郭子云 C2 内蒙古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5 乌兰察布 王建强 C2 内蒙古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6 乌兰察布 杜建敏 C2 内蒙古博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67 鄂尔多斯 乔建兵 B 内蒙古仕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68 鄂尔多斯 潘龙 C2 内蒙古嵘盛建筑有限公司

169 鄂尔多斯 杨艳 C2 内蒙古东晟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170 鄂尔多斯 苏兴旺 C2 内蒙古奥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71 鄂尔多斯 郝荣 C2 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2 鄂尔多斯 高建国 A 鄂尔多斯市益丰消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73 鄂尔多斯 乔康强 C2 鄂尔多斯市益丰消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74 鄂尔多斯 高燕军 B 鄂尔多斯市溢安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75 鄂尔多斯 张宇 C2 鄂尔多斯市益丰消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76 鄂尔多斯 乔妍 A 鄂尔多斯市益丰消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77 鄂尔多斯 梁芳芳 B 内蒙古皓宁建设有限公司

178 鄂尔多斯 秦鑫乐 B 内蒙古橙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79 鄂尔多斯 董玉良 B 内蒙古橙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80 鄂尔多斯 杨忠海 B 内蒙古和易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1 鄂尔多斯 李小军 B 内蒙古楷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2 鄂尔多斯 李小刚 B 内蒙古楷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 鄂尔多斯 赵海 B 内蒙古浩霖盛世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4 鄂尔多斯 张文耀 B 内蒙古汉晟建设有限公司

185 鄂尔多斯
哈斯其

其格
B 鄂尔多斯市汇通达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186 鄂尔多斯 侯占峰 B 鄂尔多斯市祥远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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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鄂尔多斯 孙德才 B 内蒙古赢信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8 鄂尔多斯 樊喜喜 C2 内蒙古钟鑫建设有限公司

189 鄂尔多斯 王磊 A 鄂尔多斯市华祥建设有限公司

190 鄂尔多斯 白彩霞 C2 内蒙古钟鑫建设有限公司

191 鄂尔多斯 徐兴全 C2 内蒙古青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2 巴彦淖尔 陈敏 B 内蒙古北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3 巴彦淖尔 杨文富 C2 巴彦淖尔市红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4 巴彦淖尔 何香林 C3 巴彦淖尔市锦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95 巴彦淖尔 祁杰 C2 巴彦淖尔市红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6 巴彦淖尔 纪忠宝 B 内蒙古联手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197 巴彦淖尔 王海波 A 内蒙古联手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198 巴彦淖尔 徐倩 C2 内蒙古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9 巴彦淖尔 折磊 C2 内蒙古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0 巴彦淖尔 仲心宇 C1 内蒙古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 巴彦淖尔 吴大鹏 C1 内蒙古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 巴彦淖尔 仲生云 C2 内蒙古恒益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3 巴彦淖尔 魏兆禧 C1 巴彦淖尔市友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4 巴彦淖尔 张丽丽 C1 巴彦淖尔市友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5 巴彦淖尔 吕彦蒙 C1 巴彦淖尔市友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6 巴彦淖尔 王金龙 C2 内蒙古金郡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207 巴彦淖尔 赵飞 C1 内蒙古融泰建设有限公司

208 乌海 贺庆 B 内蒙古蒙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9 乌海 化伟 C2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0 乌海 王忠孝 C2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1 乌海 韩佳芬 C2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2 乌海 吴成武 C2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3 乌海 杨洋 C1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4 乌海 杨雪 C1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5 乌海 赵俊 C1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6 乌海 王进军 A 内蒙古久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17 乌海 杨春燕 B 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18 阿拉善盟 何力 C2 青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19 阿拉善盟 杨杨 C2 青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20 阿拉善盟 李海英 C2 青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21 阿拉善盟 胡蝉娟 A 内蒙古石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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