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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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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人，共 16 页） 2021 年 12 月 10 日

盟市 企业名称 类别 人员姓名

包

头

市

（379 人）

内蒙古蒙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赵杰

包头市红业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汪玉安

C2 类 王保成、王永强

内蒙古睿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陆苗

内蒙古双文红昌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C2 类 付红、石芙蓉、郭鑫

包头市鼎弘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B类 付海波、关新颖、薛东红、杨双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C1 类 杜浩东、程钢、张雯、潘丽

C2 类 张佳路、杨丹、杨雨标、聂永超、刘文、姜圣龙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B类 郭慧平、赵一坡、张彦芬、王宏、安国强、郝晨淞

C2 类 刘宝、黄渤

包头市市政公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张婷

C2 类 王立鋮、李金唐、武仁杰

内蒙古盛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陈宝龙

C1 类 郑国会

C2 类 刘杰、李志强、禹胜利、张寰

包头市飞翔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王忠锐

内蒙古万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王红东、程新想、史俊辉

内蒙古源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薛俊霞

B类 宫美玉、卢欣欣、张波、杨晨、高敏、夏芳、史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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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龙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邓凤、田果丽

B类 陈丽杰、田刚

包头市杰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B类 郝利芳、陶佳、王政

内蒙古盈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马丽亚

C2 类 张艳凤

内蒙古腾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类 杜铭

包头市慧强热力检修有限公司 A类 刘文彩

内蒙古热通电力修造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刘海龙

C1 类 孙竺杙、李永亮

内蒙古陆海建设有限公司 B类 郝新富

内蒙古博旭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A类 李海

C1 类 金建波

C2 类 董乐、鲁燕洁、黄园

内蒙古丰盈新能源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A类 李际峰

C1 类 刘杰、庞丽珍

C2 类 侯占屹、李艳霞

包头市汇森建筑安装技术有限公司 C2 类 曲燕

包头市金山希望物流有限公司

A类 张正道、王巧玲

B类 王巧玲、孙霞

C1 类 徐慧军、郝炳万、孙旺、白力、于丽霞

C2 类 吕有生、邬永玲、徐建军

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C2 类 傅永新、郑建军

内蒙古三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张玥

内蒙古云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王巧玲

B类 王建东、袁晓东、杨乾隆、闫海明、徐雅静

C2 类 孙志杰

内蒙古航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李正、卢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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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泉山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李常义、马晓龙

内蒙古天序实业有限公司
A类 邓绪楠

C1 类 张玉玲

内蒙古天序实业有限公司 C2 类 刘曦

内蒙古悦沣世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冯永平

内蒙古龙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C1 类 王峥

内蒙古瀛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张利强、李金栓

内蒙古包头大和建筑装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 A 类 李晓军

内蒙古中成建翔建筑有限公司 B类 苗剑锋

内蒙古尚安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赵晓宇

内蒙古盛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刘学建

内蒙古第三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类 郭广元

B类 孙凯

C1 类 玄绍康、司城、王宁

C2 类 王云瑞

内蒙古辉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高春辉

内蒙古尚诚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A类 李慧

C2 类 李慧军、李忠义

内蒙古佰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柴军

内蒙古汉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类 张荣成

内蒙古玉诚建筑装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冯雅楠

内蒙古民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白志军、刘泽东

B类 陈云、申明帅

C1 类 刘宇丹、庞雪娇

C2 类 杨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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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甲乙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A类 谢朝阳

B类 卢静、华晓宇

C1 类 张惠

C2 类 谢江波、张佳

内蒙古博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谭宏睿

大诚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云嵩尧

内蒙古博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白晓霞

C1 类 聂海霞

C2 类 田宜鑫

包头市金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邢燕鹏

包头市元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C1 类 焦爱军

包头满都拉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B类 董红标、刘慧

内蒙古鑫昊绿建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韩伟

内蒙古翊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王佳新

内蒙古泓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侯峰

内蒙古格力特工贸有限公司 A类 李爱国

包头市华宇建设有限公司 A类 邓润平

内蒙古垚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郭瑞、赵嘉伟、王丽娜

C1 类 张杰、董玲艳

包头市夏禹防水保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吴恒、杨佳、田云龙

C1 类 刘振超

内蒙古盈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柴磊

C1 类 武鹏飞、王鹏

C2 类 王鹏、李晓龙

包头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廉波

C1 类 袁苑

包头市腾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B类 于超越



5

包头市宏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B类 李伟

C1 类 李宁

内蒙古荜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张军

C2 类 沈军志、杨玲、邹军宇、宇建平

内蒙古兴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李永鹏、王国庆、张海岗、王红梅

C1 类 胡海瑞、薛掌印、王青、赵凯

C2 类 高旭、陈永永、冀敏

内蒙古中烁建设有限公司
B类 常春俊、张鹏

C2 类 申志军、刘秀星、杨志坚、王世平

内蒙古跃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张志强

内蒙古建标建筑有限公司
C1 类 李慧明

C2 类 曹俊磊、薛春霞、王丽

内蒙古纳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康巍娟

B类 李芸

C1 类 朱雅卿、王世友

C2 类 姜士和、韩玉森、刘丹丹

内蒙古曼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张丽红、尹娜

内蒙古木梓森科技有限公司 C2 类 李连民、庞国梁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C2 类 王乃锟、魏杰、尤宇鹏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防水防腐特种工程有限

公司

B类 张强

C1 类 马洁

C2 类 任磊

内蒙古世勋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A类 张圆

内蒙古世勋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李翔

C2 类 张立彬

内蒙古诺本建设有限公司 C2 类 李泉宽、李瑞强

包头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类 韩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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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头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2 类 刘阳

内蒙古众誉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张柱

包头市信捷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张彩丽

包头市恒通泰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A类 刘震东、李志超

B类 李珂、李占忠、艾洪林、卢钰燃

C2 类 冯伟琛、梁超、梁含

内蒙古正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曹海龙

内蒙古精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武利荣

C1 类 刘利新

中地万喜建设有限公司 B类 陈瑞

中岳振兴有限公司 C1 类 宫姗姗

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类 吕亚锋、辛苗、崔丽、杨建文、杨永霞、王利丽

C2 类 李明亮、郭帅、张丹丹、陈运来

内蒙古华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刘玉莹

内蒙古昊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高祥、刘辉、张垚、刘智仁

内蒙古政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A类 刘雨

包头市汇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C2 类 孟娇

内蒙古东华科技有限公司
C1 类 王晓光

C2 类 付弼擎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B类 李志辉、邢永驰、张雨、陈亚丽、李宗明、李元祥

C1 类 侯虎林

C2 类 穆愽、谢鹏飞、康健鑫、王哲、王广平、张有钢、张俊平、张宾

包头市联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远

内蒙古农荣建设有限公司
A类 童和平

C2 类 刘丽霞、董春霞

内蒙古诚兴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A类 李俊岭

内蒙古誉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张新彪、赵瑞斌、赵先亮

内蒙古圣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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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锦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池浩渺

C2 类 范强

内蒙古建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王艳霞、李伟、郝爱平

内蒙古速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梁海霞、徐国杰

C2 类 任宏坚

内蒙古广厦建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张燕飞、李旺旺

C1 类 王建国

C2 类 韩美靖

包头市勇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沈学宁

包头市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类 候春阳、于利华

C2 类 赵向辉

包头市中南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B类 路铁梅

包头市广合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A类 佟瑶、谭文亮

内蒙古申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任博宇

内蒙古耀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韩强、罗亚仪、吕鹏飞

内蒙古集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刘伟

B类 蔺菲、李新宇、周凯、郭伟

内蒙古迅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李子军

内蒙古奥世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A类 李鹏飞

C1 类 张艳芳

C2 类 王小丽

内蒙古农荣建设有限公司 B类 张驰

内蒙古新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类 郭嘉或、李志强、张艳霞

内蒙古吉云电力有限公司 B类 沈春梅、付慧

内蒙古威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褚龙龙

内蒙古强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周尚成、赵玲、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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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恒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闫志军

B类 李志芳、罗涛、周波

包头市悠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C2 类 杨阳

内蒙古辰润德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C2 类 袁聪颖

包头市禹龙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 类 许巍、窦潇轩、苏柯文、乔占宇

内蒙古天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张瑞生

内蒙古博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陈涛

B类 刘建岭、孙超、黄小平、刘娟娟、李月利、胡国忠、曹春叶、马婷、

内蒙古万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类 王宏杰、高孟德

内蒙古维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腾艳峰

内蒙古江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A类 刘永富

内蒙古第一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王彦强

内蒙古安信通达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A类 陈雪博

内蒙古宏意建筑有限公司
B类 薛瑞英

C1 类 谢建国

包头市甲泰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B类 孙美琪、史晓东、褚风龙

C2 类 赵子清、陈凯

包头市筑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类 王红梅

C2 类 刘帅

内蒙古优弧建设有限公司 C2 类 菅红雨

内蒙古世延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B类 余龙、杨刚

包头市华通久达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C2 类 薛子龙、李刚

内蒙古宏意建筑有限公司
A类 韩芬

B类 许建凤、吕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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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永煊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B类 温月胜、吕洪德、郝志俊、牛明华

中天寰创（内蒙古）建设有限公司 A类 李红新

包钢综企（集团）羿达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C1 类 吕峰

包头市美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C2 类 田斌

内蒙古中天伟业建设有限公司 B类 吴昊、任佩玉、刘泽奇

赤

峰

市

（36 人）

赤峰泰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刘磊

赤峰翼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A类 孙楠

赤峰市鸿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类 李菲菲

巴林右旗庆州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C1 类 刘海燕

内蒙古骏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1 类 李磊、巴雅苏拉、邢淑红

C2 类 李佳奇

赤峰辽都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A类 李志伟

C1 类 邵帅、王晓丽、王慧芳、王亚丽

C2 类 王晓丽、王慧芳、王亚丽

内蒙古中环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 韩金、马志强

C1 郑楠楠、李莹莹

C2 王衍明、乌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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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元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A 吴艳春、牟广学、李广信

赤峰天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B 崔晓伟、修立志、朱吉贤、张娜

赤峰富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B 张志文

赤峰首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韩俊峰

赤峰平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2 郑相侠

赤峰永翔劳务有限公司 C2 李洋

赤峰宝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李明阳、徐文超

C2 苏阳

锡

林

郭

勒

盟

（178 人）

阿巴嘎旗益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 温渊智

锡林郭勒盟视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 韩亮

B 郑雪云、薛日强、张骞

锡林郭勒盟言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A 余蔷薇

C2 王刚、田泽世、杨昆、盛斌、董英杰

锡林浩特市城光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 马铭、邵世龙

内蒙古安鑫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A 段海锋

B 任有山、乔艳华

C1 韩彦成

C2 张虎峰、武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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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蓝旗恒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A 周延庆

锡林郭勒盟华通路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 彭术、朱强

多伦县北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 刘俊杰

锡林浩特市伟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贾英杰

C2 马广忠

锡林浩特市宇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 张少杰

C2 张艳婷、戈顺强

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给排水有限公司
B 李秀梅

C2 苏琦琨、何善伟

锡林郭勒盟广源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A 逯明珠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 吉治国、孙迎俊

锡林郭勒盟铭洋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 李晓波

B 李晓波

C2 张秀红、额尔登

锡林郭勒盟建业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C2 王智

内蒙古筑通建设有限公司
B 李宏伟、郝志强、郭晓霞、唐福泽、李涛奇

C2 赵喜财、李爱伟、何忠锋

阿巴嘎旗创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C2 刘云竹、杨艳辉

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C2 孙艾夫、高文强、张宁、杜婷婷、史鹏飞、赵连军、张焱君、胡坤坤、张宏明

锡林郭勒盟友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梁栋彬

C1 肖倚强

锡林郭勒盟安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A 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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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凡荣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A 邢美荣、袁世禄

C2 薛宏亮、赵铎、郑彦朝

内蒙古五州长鸿鑫盛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A 李国忠

B 敖日格勒、胡雪玲、李娜、孙国琴、莘武霞

锡林浩特市同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 张伟

C2 陈海峰

锡林郭勒盟同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 苏银梅、杨学敏

C2 王召武、孙启、张永胜、胡晓燕、李月宁、孙雨乐

锡林郭勒盟鸿友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C2 辛建强

锡林浩特市森华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C1 罗志强、王淦

C2 倪生利、刘浩宇

锡林郭勒盟鑫诺誉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B 李建东

西乌珠穆沁旗星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B 杨如玲、张辛贵、冯忠良

内蒙古金泽泰合建设有限公司 C2 张鑫、张伟伟、吕鹏、范华、立英

内蒙古煜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A 朱斌

C2 郭泳位

内蒙古志业建设有限公司
B 王路路、巴根那、安丽、李建军

C2 刘素燕、关成欣、李美玲、刘磊

内蒙古丰汇名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徐永飞

西乌珠穆沁旗沁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 呼和、阿拉腾苏和、乌宁、吴晶晶

C2 黄纲、董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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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泰华恒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 刘志荣

C2 王永平

锡林郭勒盟旭隆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 宁晓康、李智

锡林郭勒盟利永鑫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 刘淑琴

内蒙古天信路桥有限公司

A 王先利

B 邱佳炜、乔文科

C2 周思来、张丽娜

锡林郭勒盟建联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 贾建伟

C2 王建生

内蒙古联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 张智华

锡林郭勒盟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包志明、刘伟、李志勇

C2 王志芳

锡林郭勒盟鸿友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 郭亮、张慧丽

锡林郭勒盟绿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C2 张震、徐宝明

锡林浩特市鑫弘胜建筑机械租赁吊装有限

公司
C1 蔡朝力孟、王斌、张志宏

锡林郭勒盟浩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 刘会军、李江兰

B 李江兰

C1 李博

太仆寺旗三联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 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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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振华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A 陈世海

C1 钱字麟

C2 陈辰

内蒙古丞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才美玲、吕宏伟、刘学东、刘革玲、王福麟

C2 李霞

内蒙古和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赵洋

C2 申柱泉、苏晓婷

内蒙古鑫东昇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B 李浩然

锡林郭勒盟宇瑞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A 刘晓宇

C2 满达、蒙小明

内蒙古鑫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B 赵海明

C2 任锁金、张家华、金凤虎、刘英梅

内蒙古久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B 李秀玲、秦晓晶

C2 潘荣华、路瑞玲

内蒙古金堆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A 陈玉静

B 黄占国、李国文、杨士庆

锡林浩特市安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 韩亚艳

内蒙古雄业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C2 包青梅、王雪莹

正蓝旗山海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 李凤霞

锡林浩特市锡点大元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A 赵卫东

C2 刘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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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耀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曲婧、郭小波

新疆中盛恒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 李亮亮

锡林郭勒盟荣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吕冰洋、罗凤霞

内蒙古金宏卓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韩玉杰

锡林浩特市兴盛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 申志锐

内蒙古嘉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 刘红梅、王小飞

西乌珠穆沁旗宸阊工程有限公司
A 王东

C2 樊波、姚兴全、侯彬彬

太仆寺旗宏源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A 丛旭杰、于会友

B 刘超

C2 崔梦华、刘肖博

二连市远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A 杨冬

西乌珠穆沁旗慧明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 刘登

锡林郭勒盟蓝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A 段永胜、布仁

B 赵银龙、侯旭宏、董绍玲、张乐乐、于文波

C2 李树叶、郭兴平、阿荣高娃、杨利军

锡林郭勒盟聚鑫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2 姜珊、王天波

锡林郭勒盟乌起点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 王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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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熠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 李志程

苏尼特右旗宏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B 朱卫东

内蒙古宏胜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2 裴广东

正蓝旗旭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 徐文彪

内蒙古佰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C1 王晓乐、王东明

内蒙古迈鼎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C2 张瑞峰

东乌珠穆沁旗蒙林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A 邵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