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 年度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名单 

序号 班组名称 

1 南京苏美达服装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打样一部班组 

2 江苏苏美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油机分厂仓储物流班组 

3 江苏苏美达电力运营有限公司鹏辉班组 

4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试验检测所化学分析组 

5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宗关水厂调度室班组 

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茂名高州供电局金山供电所 

7 江苏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家纺厂 BK吊挂生产线班组 

8 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制造部支援作业区起重班组 

9 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涂装部船体油漆班组 

10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第八研究室成型一班 

11 新大洋造船有限公司总装部工装自动焊班组 

12 青岛亨通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晟科材料有限公司4#车间、5#生活楼项目施工班组 

13 南京苏美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装班组 

14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姑山项目部爆破甲班 

15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杨村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16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石湾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17 江苏苏美达铝业有限公司备模班组 

18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福田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19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特殊钢线材分厂工装作业区 

20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园洲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21 中诚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沧区集中建设人才住房项目南区施工班组 

22 绍兴柯桥滨海供水有限公司中控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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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班组名称 

23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二轧钢分厂主线机械班组 

24 绍兴柯桥滨海供水有限公司营销二科 

25 中国船舶七二五所洛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冷轧班组 

26 河北涿州京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运行部丁值 

27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柏塘供电所 

28 
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黎霍高速公路工程项目“问腰隧道瓦斯检

测施工”班组 

29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特殊钢线材分厂生产乙班轧机班组 

30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罗阳供电所配电运维二班 

31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启东）有限公司干箱生产部冲压班组 

32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启东）有限公司冷箱生产部侧板发泡班组 

33 武汉光谷天然气有限公司金融港服务站 

34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横河供电所 

35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特板炼钢分厂电仪作业区 

36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杨侨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37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龙华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38 华能（浙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运行部运行三值 

39 中国船舶七二五所中船双瑞（洛阳）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旋压成型班组 

40 中石油辽河油田环境工程公司曙光泥浆处理站 

41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博罗供电局石坝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42 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多功能车间刘俊班 

43 华能（浙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检修部汽机班 

44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杨市线材厂电气班组 

45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水处理分厂二期生产运行班组 

46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运输公司吸排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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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班组名称 

47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线材深加工分厂退火丁班 

48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煤气分厂防护站班组 

49 国能河北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二单元五值 

50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一轧钢分厂 PSM工装班组 

51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卷烟厂卷包车间丙班 

52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忻州高速公路分公司雁门关隧道管理站应急

队 

53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忻州高速公路分公司路网运行保障一中队卫

士班组 

54 中青建安山东港口大厦项目施工班组 

55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忻州高速公路分公司忻州收费站秀容班组 

56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合纤二部短纤二装置丁班 

57 中青建安市北区浮山新区地块地块项目施工班组 

58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水力发电厂自动分部 

59 中铁建工集团青岛地铁 6号线抓马山车辆基地铁军班组 

60 中铁二局集团青岛地铁 6号线 02工区匠心班组 

61 中铁四局集团青岛地铁 6号线土建 07工区争先班组 

62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红岛小学项目施工班组 

6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水力发电厂发电分部 

64 国网山东淄博供电公司萌水供电所 

65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高纤部高纤二装置丁班 

66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智慧指挥中心班组 

67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苏州轨道交通Ⅷ-TS-01标项目经理部 

68 内蒙古航天红峡化工有限公司二车间混合组 

69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球团事业部原料作业区丙班 

70 绍兴柯桥排水有限公司中心泵站运行班 

- 5 - 
 



序号 班组名称 

71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BDO部 BDO装置丁班 

7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溪洛渡水力发电厂运行五值 

73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太原武宿（国际）机场空港配套工程（晋中区域）

PPP项目木工班组  

74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炼焦分厂干熄焦四班 

75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球团事业部选矿作业区甲班 

76 中泰矿冶电仪车间智能机器人班组 

77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球团事业部二线作业区乙班 

78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临清市供电公司检修工区变电运维班 

79 中泰矿冶电石五车间 17-18号炉丙班 

80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土建 03工

区卓越班组 

81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田湾项目部张开放测放班 

82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球团事业部一线作业区甲班 

83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扬州特材港务事业部机械点检班组 

84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扬州特材港务装载机班组 

85 绍兴柯桥供水有限公司机电维修一组 

86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动力分厂运行二值 

87 中泰矿冶机修车间锅炉检修班 

88 中部高速公路管理（山西）有限公司祁县收费站至畅班组 

89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大修中心车辆架大修一车间部件维修一工班 

90 中部高速公路管理（山西）有限公司灵石收费站和安班组 

91 中部高速公路管理（山西）有限公司左黎隧道管理站太行班组 

92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神维分公司准格尔段线路清筛一车间运行工

区 

93 河南中烟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制丝车间规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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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班组名称 

94 国能陕西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新庄风场运维班 

95 朔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鸳鸯会隧道管理班组 

96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神维分公司肃宁段道岔维修车间一工区 

97 山西晋北高速公路养护有限公司郭晓军班组 

98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维修中心工程车运维二车间打磨车运维三工

班 

99 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微波组件装调中心微组装组 

100 
山西交控集团吕梁南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文水收费站“胡兰女子收费服

务班” 

101 国能陕西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繁食沟风电场运维班 

102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神维分公司准格尔段道岔维修车间捣固工区 

103 山西交控集团吕梁南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汾离隧道管理先锋青年班组 

104 朔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元营路产维护站应急抢修班组 

105 河南中烟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卷包车间甲班 

106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城市绿心轨道交通预留工程 01 标班

组 

107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地铁 22号线 12标班组 

108 山西交通养护集团有限公司榆次分公司星火班组 

109 葛洲坝易普力新疆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准东分公司爆破班组 

110 河南中烟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动力车间维修三组 

111 山西交控集团长治高速公路分公司虹梯关特长隧道管理站机电监控班 

112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维修中心供电五车间变电三工班 

113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通号中心通号四车间信号 ATS工班 

114 北京飞航捷迅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型号保管班组 

115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部机务一班 

116 河南中烟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物流分中心成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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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班组名称 

117 山西交控集团长治高速公路分公司长治东收费站“天行班” 

118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输电带电作业班 

119 河北白沙烟草有限责任公司制丝车间维电班 

120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柳塔煤矿综采五队检修班 

121 
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包头车辆维修分公司万水泉北场运用车间一

班 

122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神维分公司准格尔段线路清筛一车间清筛二

工区 

123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供水服务班组 

124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化学车间运行二班 

125 葛洲坝易普力新疆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黑山分公司地面站 

126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控分公司 DCS系统班 

127 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航天微组装制造事业部调试组 

128 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 PVC一厂甲班 

129 内蒙古国华准格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运行部集控三值 

130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增压输送系统实验工程组 

131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炼钢厂转炉甲班三组 

132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布尔台煤矿综采一队大学生智能化采煤

班 

133 国能（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主机班 

134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煤矿掘锚二队生产三班 

135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气分公司继电保护班 

136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科新经济科创园B-1地块2#楼幕墙班组 

13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深孔钻机队生产班 

138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三厂电气维修车间电

气二班 

139 国能（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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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地铁 15号线一标段二工区开拓者班

组 

141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德煤矿通风队瓦检班 

142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布连电厂电气二次班组 

143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漫湾水电厂运维部运维四班 

144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动力科井下维修班组 

145 准能集团应急保障中心消防大队哈尔乌素中队战斗二班 

146 中船集团第七二五研究所洛阳双瑞橡塑科技有限公司胶布班组 

147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卷烟厂制丝车间维修班 

148 准能集团设备维修中心整备车间吊运班 

149 准能集团物资供应中心黑岱沟供应站保管一班 

150 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电机班 

151 准能集团生产服务中心环卫队选煤洗衣洗浴班 

152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景洪水电厂运维部运维二班 

153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地铁 5号线土建一标段 02工区项目部旭

鑫班组 

154 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辅控班 

155 准能集团哈尔乌素选煤厂装车车间钳工工区 

156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坪山区市政路老旧排水管网修复

工程（二标段）EPC总承包部非开挖修复班组 

157 准能集团行政管理中心四楼智慧餐厅 

158 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五值 

159 准能集团公用事业公司公建运维中心运行班 

160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机务分公司检修机柴组 

161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景洪水电厂水库部水工班 

162 准能集团哈尔乌素露天煤矿穿爆队运行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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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中建八局集团青岛地铁 7号线二期工程土建三标一工区聚龙班组 

164 准能集团炸药厂炸药车队现场混装炸药制造班 

165 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供电队供电班 

166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丹东电厂运行一值 

167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深惠城际先开段盾构掘进班组 

168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机务分公司设备电工组 

169 准能集团哈尔乌素设备维修中心汽修车间机械二班 

170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化学制氧工程部军品科（班组） 

171 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工务队工程组 

172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机务分公司运转第八指导组 

173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铁车辆一部转向架一班 

174 山东港口日照港二公司卸船流程队运行丁班 

175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大准分公司丹洲营车站 

176 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砂光装配班组 

177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大准分公司燕庄工电工区 

178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铁调度二部调度二班 

179 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罗河铁矿无轨维修班 

180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公司青岛地铁 4号线弱电工区先锋班组 

18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乌东德电厂运行三值 

182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试验技术部 

183 武汉城市公共设施运营发展有限公司二七长江大桥运营维护所 

184 武汉城市公共设施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汉江桥梁运营维护二所 

185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特钢事业部 100吨电炉车间精炼班 

186 准能集团矸石发电公司集控运行部运行五值 

187 山东港口日照港二公司装车流程队运行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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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武汉华益路桥管理有限公司岱黄高速府河站费收 2班 

189 西安地铁八号线施工总承包 1标一分部（中建五局）信和班组 

190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惠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继保自动化一班 

191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桃冲矿业有限公司青阳白云石矿破碎甲班 

192 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南山矿业公司和尚桥选矿厂碎矿丙班 

193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土建 02工区鹏程

班组 

194 中铁四局上海地铁维保项目探伤班组 

195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测试与测控班组 

19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大亚湾供电局霞涌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197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棒材厂中小型轧钢班 

198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品质保证部合金取制样班 

199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惠阳供电局良井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200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质量检验部大型电机试验组 

201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淄博供电公司张店供电中心客户服务一班 

202 大庆油田轻烃分馏分公司戊烷精分车间操作四班 

203 大庆油田轻烃分馏分公司储运车间油品罐区班组 

204 国电电力双维内蒙古上海庙能源有限公司运行二值 

205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发电机分厂转子一组    

206 中广核集团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机电部主机科 

207 武汉光谷天然气丽岛漫城营业厅 

208 大庆油田轻烃分馏分公司轻烃分馏车间操作三班 

209 中嘉建盛建工集团-谱尼测试集团山东总部大厦班组 

210 涞水金隅冀东环保科技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矿山倒运班组 

211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姑山矿业有限公司白象山铁矿（白象山选厂）提升

工段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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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班组名称 

212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重金工分厂立车一组   

213 大庆油田轻烃分馏分公司化验中心环保班组 

214 北京新风航天装备有限公司一分厂神箭装配六班 

215 西安地铁客运一部北大街站 

216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电石分公司电石车间二工段四班 

217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金工模具分厂模钳组   

218 辽河油田公司欢喜岭采油厂热注作业一区 24#站 

219 安徽马钢张庄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矿厂巡检甲班 

220 金诚信海矿石碌项目部采矿中深孔台车班组 

221 国电电力三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二期四值 

222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莒县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中心变电检修班 

223 华能澜沧江水电糯扎渡水电厂水工班 

224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热电厂燃运车间运行丙班 

225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姑山矿业有限公司白象山铁矿（白象山选厂）检修

工段电工班 

226 天津国能盘山有限责任公司锅炉本体班 

227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模锻厂 800MN三组 

228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日照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输电带电作业班 

229 中国华冶安徽杜达分公司马钢张庄项目部破碎班  

230 冀中能源股份邢台矿综采一队采煤四班 

231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煤矿连采一队生产二班 

232 
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绵阳科技城新区一分部西延线下穿隧道钢筋

加工班 

233 
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清水桥至九绵高速桂溪服务区公路新建工程

钢筋加工班 

23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电厂运行部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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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班组名称 

235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氯碱厂电解车间 2#电解乙班 

236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氯碱厂氯乙烯车间 1#装置乙班 

237 四川华能宝兴河水电有限责任公司集控中心梯调四值 

238 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运行一值 

239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总装调试室系统调试四组 

24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家坝电厂机械分部 

241 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龙滩水力发电厂保护通信班 

242 金诚信普朗项目部 281掘进台车班组 

243 福建水口发电集团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电气检修处电气班 

24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厂电气三分部 

245 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国核维科氯化班组  

246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家坝电厂保护分部 

247 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娜仁风电场 

248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业服务公司上湾煤矿服务部安监局食

堂班 

249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地铁十二号线第一项目部隧建先锋

班组 

250 襄阳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处化工班 

251 武汉蓝焰油气发展供应有限公司徐东加注站 

252 中铁二十局集团青岛地铁 4号线土建十一工区精进班组 

253 航天九院 772所宇航集成电路动力保障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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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长名单 

序号 姓  名 班组名称 

1 王绪文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第三研究室非金属材

料试验班 

2 赵坤宇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研究院一期基础设施工

程项目施工班组 

3 张  炜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双山小学项目施工班组 

4 伍世峰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茂名化州供电局新安供电所 

5 黄林旺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茂名化州供电局笪桥供电所 

6 戴桂华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热电分厂运行甲班 

7 张晓方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厚板分厂机液公辅班 

8 周  吉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烧结分厂 400烧结生产丁班 

9 周  凯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供电工区检修班 

10 李容成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分厂 2#高炉乙班 

11 张  杰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中板分厂质检白班 

12 孙晨馨 华能（浙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运行部化试班 

13 陈光奎 江苏苏美达创智服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裁剪班组 

14 王乃华 江苏苏美达伊顿纪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消费者事业部班组 

15 张文瀚 中石油辽河油田环境工程公司欢三地热站 

16 吴衡量 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丁硫车间吴衡量班 

17 李  冬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姑山项目部爆破甲

班 

18 孙浩佳 中青建安海湾书香名庭项目施工班组 

19 周  扬  国能河北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电气电机班 

20 陈  伟 
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黎霍高速公路工程项目“三秦

长安”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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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班组名称 

21 高  兴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高兴起重班 

22 刘  宁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水务部空分空压装置气体中

控丙班 

23 王婷婷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化验室 

24 蓝  宏 
中旭东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移风店镇官庄幼儿园改扩建工程

施工班组 

25 孙晶晶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检化验丙班 

26 张刘亚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检化验甲班 

27 黄瑞祥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扬州特材怡源电气维保班组 

28 陈  涛 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坯料厂锻造班组  

29 曾  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水力发电厂运行三值 

30 欧华均 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丰都项目部爆破队 

31 王文立 中铁建工集团青岛地铁 6号线抓马山车辆基地铁军班组 

32 梁占齐 中泰矿冶电石四车间 15-16号炉乙班 

33 张照天 中青建安聊城路停车场项目施工班组 

34 刘家男 华能营口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管理部汽机班 

35 李  涛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公司上海地铁维保钢轨探

伤班组 

36 孟  江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溪洛渡水力发电厂运行六值 

37 殷小亮 中铁二局集团青岛地铁 6号线 02工区匠心班组 

38 郭吉元 中泰矿冶原料一车间烘干上料甲班 

39 汪  琨 中泰矿冶原料二车间石灰窑甲班 

40 李少帅 中泰矿冶动力车间 90万吨乙班 

41 阮筠峰 金诚信庐江项目部无轨维修班组 

42 李振玲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变电运维一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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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班组名称 

43 周士营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工程分公司第二运输段黄骅港列

检所一班 

44 欧阳来强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车辆中心检修七车间计划一工班 

45 肖建钢 内蒙古国华准格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维护部汽机转机班 

46 刘  凯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漫湾水电厂运维部运维一班 

47 魏  征 北京航天新立科技有限公司装备车辆迷彩喷涂班组 

48 张  毅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公司十五分厂数控三班 

49 李飞飞 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试验中心工程试验一组 

50 陈文栋 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 VCM三厂丙班 

51 何泽宇 葛洲坝易普力湖北昌泰民爆有限公司乳化炸药生产班组 

52 孟红伟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车间二值 

53 王黎明 国电建设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煤矿皮带队检修班 

54 丁保峰 河南省新郑金芒果实业总公司水松纸工段维修班组 

55 马水群 郑州黄金叶实业总公司卡纸班组 

56 吴广海 
河南中烟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物流分中心新郑原料仓储配料

班 

57 呼永刚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湾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 

58 李鑫伟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圪台煤矿综采二队生产二

班 

59 王建国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榆家梁煤矿综采二队大学生

智能化采煤班 

60 王  矗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补连塔煤矿机电一队检修一

班 

61 张进强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皮带机公司滚筒车间机加班 

62 刘建明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救护消防大队上湾中队一小

队 

63 刘文江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电中心锦界供电区青草界

110KV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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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班组名称 

64 庄新启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一厂修复

车间阀电班 

65 罗  昊 
葛洲坝易普力新疆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奇台将军庙分公司将军

爆破班组 

66 杨  东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烧结厂检修作业区高压电气班组 

67 刘越金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棒材厂轧钢作业区甲班 

68 魏利杰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葛泉矿综预队采煤 3班 

69 张建国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矿综采二队采煤 1班 

70 王耀波 国能（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部四值 

71 杨兆然 国能（绥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制粉班 

72 李天宇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布连电厂发电部一值 

73 张  磊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煤矿机电队生产四班 

74 张  雨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神维分公司肃宁段线路清筛一车

间清筛一工区 

75 李  明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神维分公司包头段线路维修车间

捣固工区 

76 史未艾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神维分公司大机维修段检修二工

区 

77 王凯菲 国能陕西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草山梁风场运维班 

78 许  强 
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包头车辆维修分公司段修车间车

体组 

79 刘荣蓬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水质化验班组 

80 张鹏飞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城市绿心轨道交通预留

工程 01标班组 

81 史  浩 准能集团哈尔乌素露天煤矿供电队运行班组 

82 薄永利 准能集团设备维修中心工程机械车间检修二班 

83 张  刚 准能集团炸药厂炸药车队维修班 

84 白  浩 准能集团公用事业公司公建运维中心综合检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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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班组名称 

85 刘  军 准能集团智能信息中心网络维护队会议视频运维班 

86 王  涛 准能集团生产服务中心哈尔乌素后勤部第一食堂 

87 高正斌 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一值 

88 乔志华 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汽机本体班 

89 胡怀彬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供电分公司丹洲营变配电运维工

区 

90 武文强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供电分公司海勒斯壕南供电工区 

91 刘雪娇 
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通信技术分公司数据运维中心信

息工区 

92 梁传龙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丹东电厂热控班 

93 李胜果 山东港口日照港二公司门机队东港运行乙班 

94 杨  康 山东港口日照港二公司集疏运队维修班 

95 冯  博 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冯博基坑围护及桩基础班组 

96 孔令超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乌东德电厂自动分部 

97 徐  瑞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景洪水电厂运维部计算机班 

98 刘  凯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轨道交通 24号线一期工程土建

2标项目经理部 

99 孙启海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桃冲矿业有限公司老虎垅石灰石矿矿

院爆破桃冲项目部爆破班（协力单位） 

100 李贺明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矿山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选硫工段生产

乙班 

101 洪  明 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江南化工爆破班 

102 张汉森 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罗河铁矿电机车班 

103 袁  磊 西安地铁一号线三期 1标四分部（中国水利水电三局）综合队 

104 刘毅玮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驷马山滁河四级站干渠工程

施工 2标项目钢筋班组 

105 黄俊诚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大亚湾供电局澳头供电所配电运

维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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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班组名称 

106 李建彪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 30号线一期工程土建

二工区 

107 张  健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 500千伏惠州巡维中心 

108 刘  朗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惠阳供电局新圩供电所 

109 李富华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惠城供电局河南岸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110 陈传琦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临沂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一班 

111 丁仕标 中铁四局集团上海地铁 68号线传输设备改造项目部 

112 车轩轩 中铁城建成都轨道交通 18号线三期临江停车场班组 

113 胡  聪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SURT1-11-7标项目班组 

114 计春伟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哈尔滨市轨道交通 3号线二期工

程 TJ2-6标盾构施工班组 

115 柳海光 中交机电局天津地铁 11号线 13标机电班 

116 汤春阳 中交隧道局集团青岛地铁 13号线 12工区腾飞班组 

117 孙  涛 
中国水电四局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土建 4标安全管理

标准化示范班组 

118 高吉润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单县供电公司自动化运维班 

119 王常锋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能源动力厂六万制氧运行班 

120 高相伟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型钢厂小型轧钢车间轧钢班 

121 王小军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地铁十四号线二期工程

总承包项目土建“盾筑先锋”班组 

122 汪开发 中铁四局集团青岛地铁 6号线土建 07工区争先班组 

123 刘书明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电厂测控分部 

124 徐  涛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家坝电厂运行二值 

125 黄  雄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厂机械四分部 

126 董万里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溪洛渡水力发电厂机械水工维修

部起重金结分部 

127 龙  林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梯调通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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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班组名称 

128 高文军 
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G4216线宜金高速公路土建工程

XJ8标钢筋加工班 

129 李彦平 天津国能盘山有限责任公司汽机主机班 

130 王少杰 冀中能源股份邢台矿掘进三队生产二班 

131 程  根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选煤厂电控班 

132 黄  萍 福建水口发电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发电二值 

133 李  佩 国网山东电力泰安供电公司景区供电所 

134 王  强 
中建八局青岛市地铁 7号线二期工程土建三标段一工区聚龙班

组 

135 李双河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公司青岛地铁 4号线弱电工区先锋班

组 

136 肖  平 福建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海缆抢修班送变电海缆抢修班 

137 李树儒 大庆油田轻烃分馏分公司污水处理班组 

138 张洪旭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

土建 03工区卓越班组 

139 马  健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氯碱厂聚氯乙烯车间 1#装置丁班 

140 张  辉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研发中心丁班 

141 孙  栋 四川华能宝兴河水电有限责任公司飞仙关电站运维班组 

142 赵栋栋 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机电班 

143 马向明 辽河油田公司欢喜岭采油厂热注作业二区 13#站 

144 汪  涛 辽河油田环境工程公司工业清洗分公司清洗一班 

145 唐春辉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姑山矿业有限公司保卫部经保综合班 

146 赵  军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质量检验部理化检测组   

147 蔡  冬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焊接分厂核电组    

148 庄乾伟 国电电力三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汽机二班 

149 曹志林 江南爆破霍淮分公司驻张庄项目部大爆破班组 

150 周巨光 金诚信武山项目部维修队钳工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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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王蒙蒙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氯碱分公司 PVC车间二班 

152 张军波 涞水金隅冀东环保科技科技有限公司水泥车间 

153 曹雪亮 广东电网惠州惠城供电局江南供电所配电运维班 

154 周  星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水轮机分厂装配二组  

155 赵顺磊 中交二公局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第四项目部班组 

156 周  晨 南方电网广东惠州惠阳供电局淡水供电所 

157 那文静 大庆油田轻烃分馏分公司综合保障车间循环水班组 

158 骆兴明 
华能（浙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燃料部燃料运行五

班 

159 彭  飞 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化产分厂硫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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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度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 

组织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轨道交通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 

6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7 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国家能源集团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11 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1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13 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14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16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7 山西交通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18 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19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1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2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 22 - 
 



序号 单位名称 

23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24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25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26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27 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东惠州供电局 

28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卷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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