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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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人、共 9 页） 2021 年 2 月 23 日

盟市 企业名称 类别 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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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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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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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头

市

（12 人）

包头市育伟建筑有限公司 B类 潘慧

内蒙古龙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C2 类 张亚斐

内蒙古屹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王 娇

内蒙古建胜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A类 付小军

内蒙古众誉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张广宇

包头市城邦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B类 李垚

内蒙古中建远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范永帅

包头中铝科技服务开发有限公司 B类 张士霞

内蒙古新开元建设有限公司 C2 类 高祎彤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B类 杨金锋、侯敏燕

包头市育伟建筑有限公司 B类 张瑞芬

赤

峰

市

（18 人）

赤峰巨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周颖

内蒙古华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3 类 解晓荣、侯春侠

赤峰鑫盛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3 类 侯凤华

赤峰乾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付晓艳

赤峰宝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3 类 胡友海

赤峰华旗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B类 信海超

克什克腾旗向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刘彦红

赤峰奥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C2 类 郭竞遥

赤峰建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3 类 赵宗全

内蒙古维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C3 类 刘洪亮

赤峰汇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李志海

宁城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3 类 翟琰红

内蒙古润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3 类 滕显峰

内蒙古聚鑫源水电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张凯

赤峰富河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崔明槊



内蒙古中塬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刘凯华

内蒙古平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C1 类 兰浩东

鄂

尔

多

斯

市

(42 人）

鄂尔多斯市中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A类 侯英

C1 类 郝桃挣

内蒙古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张朋

A类 张喜军

内蒙古嘉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石洁

C2 类 高锋

内蒙古泰憬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赵炫翔

A类 催亚芹

准格尔旗裕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B类 胡井龙

C2 类 曾占飞

内蒙古福德百汇矿业有限公司 A类 张利苹

内蒙古六建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郝风岐

鄂尔多斯市建工路桥有限公司 B类 郭艳龙

内蒙古新诚聚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B类 姜连军

内蒙古泰能矿山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C2 类 孙丹凤、赵丽霞



内蒙古中皓筑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杨忠世

鄂尔多斯市蓝达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尚廷

内蒙古修远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司奇

鄂尔多斯市华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类 王文花

内蒙古琛泽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A类 韩莉珍

鄂尔多斯市中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霍云昌、呼和

中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类 吉翀垚

内蒙古宸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张永耀

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2 类 岳士煌、侯旭东

内蒙古绍晖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包丽敏

鄂尔多斯市天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尹长春

乌审旗博业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万岳平

鄂尔多斯市荣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A类 解彩丽

通号（鄂尔多斯市）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靳军鹏

内蒙古德胜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赵凤鹃

内蒙古润恒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B类 贾二永

鄂尔多斯市科瑞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李凤连



内蒙古新维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王文剑

内蒙古中景路桥有限公司 C2 类 扎里根白拉

内蒙古京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刘百昌

内蒙古亿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张风鸣

内蒙古亿德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B类 高千富

内蒙古中胜建设有限公司 B类 张萧侠

鄂尔多斯市中科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吴智全

巴

彦

淖

尔

市

（12 人）

内蒙古融泰建设有限公司
C2 类 呼和

B类 杨听雨

内蒙古满都拉电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B类 曹龙、周玮

C2 类 刘文学、樊春祥、王昌敏

内蒙古胜正电气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戴国鹏

内蒙古甫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贾菲

乌拉特中旗鸿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张凯乐

内蒙古星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黄龙

内蒙古荣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祈广兴

内蒙古新业建设有限公司 C1 类 斑喜



阿

拉

善

盟

(4 人）

内蒙古恒正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史建国

A类 许剑

内蒙古华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李慧

呼

伦

贝

尔

市

（5 人）

呼伦贝尔市盛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王新艳

海拉尔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类 赵维全、吴延盛

呼伦贝尔市凯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马海华

内蒙古诚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徐义庆

通

辽

市

（6 人）

通辽市鸿基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孔德财

内蒙古泽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马红霞

通辽市盛合电力运行检修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彭静

通辽市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褚晓乐

霍林郭勒市恒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2 类 孟根其其格

开鲁县鑫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赵玉春

乌兰察布

市（4人）

内蒙古烨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王甲

乌兰察布市双联市政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B类 王瑞锋

内蒙古誉博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李坚



内蒙古福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徐福权

兴安盟

（2 人）

乌兰浩特市乾征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A类 何莹

科右前旗新源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郑立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