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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人员名单

（总计 916 人、共 26 页） 2021 年 2 月 9 日

盟市 企业名称 类别 人员姓名

呼

和

浩

特

市

（308 人）

内蒙古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赵志强

C2 类 张丽

内蒙古安达建设有限公司

A类 贾永继

B类 杜文静、王立、王像晨

C1 类 温佳乐

内蒙古恒翊建设有限公司

A类 孙丽娜、娜日娜

B类 陈宇博、杜星灵、李岩、刘俊慧、王双利

C1 类 李元元

C2 类 李元元、齐昕、乔栋

内蒙古云腾信达建筑有限公司

A类 李云飞、邱会丰

B类 高飞、郑磊、李国胜

C1 类 李国伟

C2 类 杨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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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C1 类 张铎、潘德胜、郭程、崔耀平、姜威、李兆全

内蒙古黄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
A类 李树军、郝铁旦

B类 丁义、孟晓华

内蒙古永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A类 刘巧叶、李伟楠

B类 张志伟、陈玉菲

C1 类 孟祥浩

内蒙古地龙采暖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A类 杨福龙

C2 类 邱波、谭志华

内蒙古永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永存

B类 陈燕伟、高玉凤、胡俊平、胡俊文、刘艮柱、乔志丹、张克胜

C1 类 陈洪起

C2 类 常剑强、陈洪起、刘玉琴

内蒙古恒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刘菲

C2 类 张霞霞、李红霞

内蒙古联信电气有限公司

A类 李青、郭刚

B类 田丽云、李志文、袁君、赵建军、曹志荣

C2 类 牛力会、李昕、冯瑞霞、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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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碧轩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赵晓丽、高团兵、何志强

C2 类 刘洋

内蒙古呼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A类 任立新、丁立群

B类 马晓宁、孙璐、解艳杰、刘娅娟、臧星宇、陈通广、常焰冲

C2 类 周晓敏、孙华君

内蒙古开渊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赵悦

C1 类 武伟伟、温超、李燕清

内蒙古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类 祁兰柱

C2 类 冯思玮

内蒙古景华丽水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A类 权美玲、呼学锋

B类 陶格陶巴雅尔、秦洁

C1 类 李娟

C2 类 孟令炜、李斐

内蒙古卓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杜利平、李炜

B类 孙杰、李炜

C2 类 邢天赐

呼和浩特市仲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刘仲发、王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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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类 赵鹏飞、赵凯、曹越

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B类 梅晓峰、史建岭

C1 类 张鹏飞

内蒙古新灵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A类 杨晓宇、李飞

B类 杜峰、马元龙、司玉建、柴进、金晓波

C1 类 常世杰

C2 类 杨晓婷、李晓虎

内蒙古博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福虎、王振超

B类 王振超、王艳艳

C2 类 张廷鑫、刘玉亭、张敏

内蒙古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A类 杨建清

B类 张虎、王立鑫、方国才、孙海燕、李东、王东波

C2 类 海瑞、李丹丹

中化呼和浩特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A类 彭建军、王群

C2 类 杨帆、李岩芹

内蒙古水龙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A类 白斯芹高娃

B类 魏利霞、蔡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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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正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冬

B类 李冬

C2 类 王杰

内蒙古昱力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郭军

内蒙古南网盛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类 郑忠强、荣俊平

B类 王宏伟、靳红波、通霏

内蒙古永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A类 王磊

C1 类 田鹏飞

C2 类 张献岗

内蒙古四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天

B类 李建东、赵程辉

内蒙古鼎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付莉娟、朱栋

B类 毛新生、于军

C2 类 巩伟、朱德超、朱东华

内蒙古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

B类 王楠

C1 类 李鹏程、刘可心、奥其尔

C2 类 段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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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邦达建设有限公司
A类 靳晓丽

B类 左鹏、程磊、李时耀、李培俊

内蒙古恒鑫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苗美清、赵安

B类 付文元、石建军、王莉莉、张维军

C2 类 田志瑞、杨鹏飞、王宇宙

内蒙古众合生态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五才、张学斌

B类 郑轲、李金莲、谢东东、许彩霞、侯鑫、刘欢伦、银茹

内蒙古恒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A类 丛培利

B类 蔚林艳、吕丽荣

内蒙古浩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罗伟、闫帅

B类 岳慧芳、沈邵琛、周博、赵龙、李飞宇

C1 类 李江

C2 类 袁建宇、聂静静

内蒙古臻和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A类 宋文义

B类 窦忠梅

C1 类 陈艳芳

内蒙古钜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闫香平、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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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类 乔文秀、杨燕、李枭、王天微、赵娜

内蒙古德慕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付博

B类 宋利新、王鹏、徐凤立

C1 类 燕卿

C2 类 范玉峰、燕卿、张恒

内蒙古泰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贾艳平、孙胜利

内蒙古博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刘勇、施向东、孙春海

C2 类 刘艳、包美丽、张帅奇

内蒙古昕傲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A类 李子健、白晓杰

B类 杜永杰、冯丹、李承光、王瑞娟、张彩凤

C1 类 苗瑞、张娟、叶慧慧

C2 类 高睿彦、高晓东、苗瑞、张娟、叶慧慧

内蒙古吉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肖吉龙、曹凯

内蒙古蒙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高志恒

巨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类 王东海

内蒙古龙树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吴国俊

内蒙古瑞丰水利工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A类 高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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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燕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李全小

内蒙古天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B类 万润丽、郝星、杨伟成、郝志伟

呼和浩特市神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A类 张俊勇、涂以康

内蒙古安泰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高璐、达尔罕、王宝平

内蒙古中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强建明

内蒙古春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高丽娜

内蒙古禹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张立国

内蒙古综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李军

内蒙古建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张芳

内蒙古弘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妙珍

内蒙古蒙安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蔚杰

内蒙古宏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赵晓华

内蒙古中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徐建超

内蒙古广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璐

内蒙古禹海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燕伟

内蒙古岚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C2 类 王博

内蒙古凯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C2 类 吴喜柱、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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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浩禹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史玉柱

内蒙古华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曹晓明

内蒙古宏瑞电力检修有限责任公司 A类 范继宏

内蒙古利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董义

呼和浩特市政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李君平、张文先

内蒙古方维电子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类 赵鹏

内蒙古国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林海东

内蒙古盛世联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吴德文

内蒙古永亨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云军军

内蒙古晶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张珈溦

内蒙古永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贺金妮

内蒙古稳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郭小乔

内蒙古嘉容达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史丹妮

内蒙古方业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A类 于永刚、李鹏飞、潘建英

呼和浩特市宇翔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梁凤英、李永红

内蒙古中梁劳务管理有限公司 C2 类 陈洁

内蒙古健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王丽萍、高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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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安昱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C2 类 赵金明

内蒙古恒泰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高占峰、唐志鹏、马静、于海涛、庞辉

内蒙古蕴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郝一鸣

内蒙古联友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B类 辛利春

内蒙古协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甄志磊

呼

和

浩

特

市

（78 人）

内蒙古云华智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A类 董泽宇、李英华

B类 谭星

C2 类 徐部、杨泽成

内蒙古荣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薛颖超、曾祥杰

C2 类 郝晓辉、肇治国、卢鹏、张国梁、曾兵

内蒙古诚鹏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赵四清

B类 杨聪

C2 类 赵峰、武艳栋、杨建华

内蒙古若亿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华磊

B类 胡鹏、张明艳

C2 类 李红光、杨帅

内蒙古胜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张升、郭秀川、杨曼辉、王英春、曹雪峰



11

C2 类 牛杰、吴建飞、卢亚

呼和浩特市树浩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孙争平

内蒙古建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鹏、陈永余

B类 刘普中、冯佳永、赵亚东、孙德才

C2 类 孟志鹏、钟晨、尚宇、张科

内蒙古珂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陈关喜

C2 类 肖景瑞

内蒙古卓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韦丽平、黄远凤

C2 类 赵海明、岳瑞清

内蒙古综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杨俊华

B类 赵静、温保山、边鹏飞

内蒙古仁瑞泰建设有限公司
A类 李源

B类 查和日嘎

内蒙古毅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A类 王丽艳、张旺旺

C2 类 胡宝成、佘婷婷

内蒙古中普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A类 张喜俊

B类 张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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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光源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奉丽霞、柴东

内蒙古广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B类 王昱程

内蒙古环投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A类 周利光

内蒙古嘉容达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翟利晨

内蒙古美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路凌飞

内蒙古蒙草矿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类 程杰

内蒙古沐源建设有限公司 B类 李东海、张力军、杨科、邬海波、郭肓元、王睿斌、鲁旭

内蒙古源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王志胜、李玉秀

内蒙古多成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赵立飞、赵卢晋、张豪

乌

兰

察

布

市

（51 人）

内蒙古盛世佳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C2 类 齐鹏飞

内蒙古鑫荣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王智祥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C2 类 刘瑞祥

乌兰察布市乾泰建筑安装公司 C2 类 焦建军

内蒙古集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郭笑屏

内蒙古舜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李晓鹏、林海梅

内蒙古中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吴彩香、高明宝

C2 类 何赫、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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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锦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吴军军

B类 乌云苏德、段斌、石建明

内蒙古嘉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王艳峰

内蒙古合丰建设有限公司 C2 类 闫俊伟

内蒙古铭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肖建刚

C2 类 王农伟、梁永翠

内蒙古创园建设有限公司 B类 侯刚、钟国东

内蒙古华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徐欣欣

C2 类 李佰川、张勇

内蒙古新皖通矿业有限公司 B类 刘军

内蒙古文亚水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A类 郝栓花、贺刚

B类 宋晓锐

内蒙古锦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安宏燕

乌兰察布市众利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陈晓艳

内蒙古中辉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A类 武桂英、常青

B类 云呼和

C2 类 郑广兴、王欣、巩德文、张丽梅、朱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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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森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庞殿龙

C2 类 薛海波、刘明、刘日东

乌兰察布市中天俊杰勘探有限公司 C2 类 杨巧珍

内蒙古凯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穆先斌

内蒙古环亚建设有限公司
A类 张俊前

C2 类 刘磊

内蒙古国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王奇武

内蒙古鑫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张双红

内蒙古旌蒙创昕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少龙、贾明旭

乌兰察布市双联市政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B类 王瑞锋

赤

峰

市

（415 人）

赤峰市金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刘宏宇、李杨、姜玉伟、于浩、郝靖宇、张健业、殷晓雪、王海鹏

内蒙古华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王小慧、林东清

C2 类 李志强

赤峰晟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洪波

B类 李术辉

C1 类 李琪、荣静、赵晨蕊、李红飞

C2 类 田利华、吴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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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宝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杨冬梅

赤峰博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刘泽奇

内蒙古中环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刘艳辉、邵占飞

C1 类
刘东涛、郑楠楠、张鸣涵、孟庆海、张建华、王晓冬、韩金、张少文、刘月新、郭海

艳、鲍妍

C2 类 孙悦军、周立宇、信国艳、于艳玲

赤峰华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吴音

赤峰中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冯双利、尚超

赤峰富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A类 白智广、王延利

C1 类 张作强、姜海波、田向涛、于宏亮

赤峰市平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张存、谢学

赤峰宝晟建筑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王犇、杨玉忠、郭晓峰

B类 李广信

C2 类 任晓丽、孟敬哲

赤峰首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韩忠义

C1 类 韩进富

赤峰鑫盛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高文华、高文章、王海燕

B类 于文生、程艳明、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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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类 李爱平

赤峰鹏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范学武

C1 类 王会敏、孙家贵、赵雁雁、马晓梅

C2 类 黄丽娜、赵汉卿、韩月彬

赤峰乾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赵龙

内蒙古嘉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顾全星

赤峰富恒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侯晓龙、鞠长富、万家宝

B类 苑广杰、暴文静、宋海辉、赵永志

C2类 张昊、翁文、徐寿青、赵二利

赤峰天拓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侯秋彦、龙恩昊、郑晓军

C1 类 侯馨惠、李春龙、宇文晓辉、王志博、李树光、林树民、吴树芝、宋显娜、刘冉、丛

C2类 徐海琦、于鸿伟

内蒙古泰亨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任媛媛

赤峰鑫路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杨长立

赤峰市浩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王之夏、张彩凤、王宏磊

C2 类 周娟娟、李晓天、杨丹丹、

赤峰路达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李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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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类 张环

赤峰添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于沥博

赤峰宏德安防消防智能网络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C1 类 吴显峰

内蒙古天禹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A类 刘向超、卢政伟、索明锐、滕凯

C2 类 王海生

内蒙古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1 类 王艳波、范玉成、马丽娟、于庆华

C2 类 郑宝东、袁雪娇、梁伟男

赤峰市敖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忠文、冯福刚

赤峰市汇宇建筑有限公司 C2 类 李世宏

赤峰鑫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韩国华、赵航

内蒙古亨泰泽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张喜军

C1 类 李虎

赤峰市巴林左旗建筑工程总公司
C1 类 邢明昌、张建新

C2 类 代钦

赤峰市敖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彦朴

C1 类 郑雷雷、韩利东、辛亮、高亚楠、程雪岭、甲树勋

C2 类 刘亚杰、赵新飞、张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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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瑞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杨洪超

赤峰市坤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仁丽新、阎喜忠、赵越

B类 赵越、刘晓丽、董志芳、张占三

C2 类 边晓军、王树明、韩静、娄静静

赤峰向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马燕松

C2 类 刘晓丽、闫文秀、闫丽

赤峰鑫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肖华

B类 王磊

内蒙古俊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娜

内蒙古伟煜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李永利

C1 类 贺志健、陈智勇、吴跃、李志波

C2 类 李月颖、李永恒、马静

内蒙古震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A类 许岩、许胜利、孙剑

B类 马新文、苏新源、孙剑、宗陶然、董学奎

C2 类 初晓庆、周国新

赤峰首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A类 贾文鹏

C1 类 许鹏飞、崔英鑫、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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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宏基西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双虎

B类 褚长春、张术龙

赤峰经纬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A类 徐鹏、潘宏艳、陈亚杰

B类 宋冬玲、李雪纯、梁颖

C1 类 安亚南、董芙玲

C2 类 宋鑫琪

内蒙古德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乔磊

B类 杜晓平、成晓华、于亚新

C2 类 崔志成、刘宏宇、宋鹏飞、刘杰、李静、张建平、李英杰

内蒙古天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王振文、刘松岩、王晨杰

B类 王晨杰、刘松岩、张振虎、李佳兴

C1 类 李文亚、赵鹏飞、王晓丽

C2 类 江志业、李尚坤、张云龙、宋占东

内蒙古五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赵金波、张慧艳、邹太平

B类 王立民、吕艳春、李春梅、张力然

C1 类 徐佳悦、李瑞艳、杨磊

C2 类 郭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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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宏基仁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岩松

C1 类 张晓红、张晓明

赤峰业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志钢、吴荣华、张郁浩

B类 勾凤杰

C2 类 于长宝、周景涛

赤峰市鹏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徐安鹏、徐小磊

C1 类 温志辉

C2 类 沈欣欣、徐文强

内蒙古广聚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赵海林

B类 陈艳军

C1 类 郭永超、衣然、刘东波、聂明明、许长福

C2 类 王新泽、王振振、周子玉

赤峰合晟君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青岳、祝文刚、田兴

B类 冯国亮、李志伟、于晓东

C2 类 杨振东

赤峰百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韩文治

C1 类 孙海军、宿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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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傲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韩凤云

C1 类 白晓宇、潘玉波、王海军、韩亮

赤峰宏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B类 刘海鹏、李志强、乔俊刚

C1 类 肖海河

C2 类 刘文华、崔建超、庞杰、张会军

赤峰宏基明珠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田玉娟

C2 类 柳淑群

赤峰汇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王智国

C1 类 季业星

C2 类 刘志明

赤峰兴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孙洋

C1 类 黄忠华

C2 类 张慧慧

赤峰永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刘江英、李国生、王强

C1 类 周艳茹、王晓辉、王江、李占东、鞠凤博、宋艳波、冯薇薇、郭凤霞

内蒙古北方时代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B类 王文达

内蒙古复鑫水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吕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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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泓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郭柱荣

内蒙古聚信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毕远达

C1 类 郎文达、王志华、杨颖

内蒙古辽河工程局股份有限公司 B类 吴海明、杨龙华、张微

内蒙古润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类 杨勇

C1 类 闫家硕

C2 类 于天虎、刘文龙、张振国

内蒙古盛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曲东波

C1 类 雷海波、任跃伟、孙亚涛

C2 类 张亚军

内蒙古禹剑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邓凤芹、谭惟军

C2 类 李明宇、李松玲

内蒙古中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孙颖志

赤峰宝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C1 类 乾柏

赤峰东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张志惠、张艳波、高志超、吕艳明、张潇寒

C2 类 卢国富、陈立超

赤峰固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许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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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恒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张小英、孙志达、邢耘赫、王大伟

C2 类 冯照泽

赤峰华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杨东红

赤峰华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张莹、王海东、张翠玲、张磊

赤峰巨泰海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张英、王悦廷、王志、刘海青、李旭、金东旭

C2 类 王海超、吴建伟、付景伟、田国武、李玉瑶、阮征、王伶俐、王海志、李洪明

赤峰市同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王静、赵颜民

赤峰市正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朱秀德、蒙治钢、邵飞龙

赤峰天达建筑有限公司 C1 类 杜忠山

赤峰天建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王锐强

赤峰途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郭敏涛、初胡宝、崔术华、郭晓燕、王建伟

C2 类 牛艳春、燕忠旭、陶振博、王鑫磊

赤峰兴业建筑有限公司 C1 类 穆永强、商国祥、丁久龙、邢志刚、王振磊

赤峰亿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李志刚、仪明艳

赤峰源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郭冉冉

内蒙古峰华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邵宗文、赵国东

内蒙古维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王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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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中塬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赵志磊、孙晓东

C2 类 王双磊

赤峰路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C2 类 刘牧原

赤峰磐美建筑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孙正鑫

赤峰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陆宇泰

赤峰永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任海峰

赤峰中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徐学志、徐小雅

内蒙古辰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郭英达、栾海波、满江春、杨波、杨学雷、朱学龙

阿

拉

善

盟

（64 人）

阿拉善盟蓝马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A类 孙平新、刘波、张文瑞

B类 刘海军、杨秀琴、刘靖、巴音顺布尔、潘伟、呼日勒巴特尔、唐成

C1 类 曹莉、李程、乌仁、张兴升、马剑

C2 类 邸媛、倪芮、张翔、黄立文、杨馨贵、潘存国、付百强

阿拉善金圳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A类 郭忠

B类 周应庆

C2 类 侯少文

阿拉善盟城开建设有限公司 C1 类 何宝祥

内蒙古大禹水利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徐丽丽、刘叶茹、娜仁花、王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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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瀚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徐向林

内蒙古浩天交通设计有限公司 B类 段叶、雷岗、周杰、高磊磊

阿拉善盟壹建建设有限公司 C2 类 史海清、冯明富、刘伟

阿拉善盟嘉源市政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A类 刘春英

C2 类 张有国、杨培胜、李建坤

内蒙古浩宸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韩少龙

C2 类 吕利民

内蒙古华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冷艳华

内蒙古恒正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B类 王卫东、王伟

C1 类 刘永新

内蒙古环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贾利光

内蒙古金峰华熙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李利峰、宋东虎、段敏、杨栓

内蒙古九泰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A类 赵文荣

C2 类 王强、陈鑫、杨利平

内蒙古鸣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石建雄

B类 李红艳、陈玉斌

内蒙古实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类 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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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类 雷红

内蒙古阿拉善盟实创通信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
A类 聂成元、邓志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