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1 常熟市小牛铸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0 陈小牛 通过

2 苏州纤鑫制衣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1 程斌 通过

3 江苏新凯奇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2 姚敏 通过

4 常熟市乔达铝塑门窗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3 周春虹 通过

5 常熟市乔达铝塑门窗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4 张雪江 通过

6 常熟市永基建材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5 褚雅婷 通过

7 苏州纤鑫制衣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6 何洁 通过

8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7 周慧平 通过

9 常熟市方正塑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8 王煜波 通过

10 恺恩优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19 刘阿恒 通过

11 常熟市达敏机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0 王雷中 通过

12 苏州新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1 仲炜钊 通过

13 常熟市博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2 朱佳 通过

14 常熟市古里印刷厂 Suzhax-2019-N0523 顾永刚 通过

15 常熟市金凯管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4 程德青 通过

16 常熟市博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5 尹志强 通过

17 苏州恒杨伟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6 安宏伟 通过

18 常熟市盈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7 陈雪岗 通过

19 常熟安通机械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8 王晓 通过

20 常熟市益隆针织整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29 杜利忠 通过

21 苏州零零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0 王志强 通过

22 常熟市新世纪管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1 朱兵 通过

23 常熟市光明制笔有限责任公司 Suzhax-2019-N0532 钱永明 通过

24 常熟市力彩塑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3 石方雄 通过

25 逸思（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4 杨卉 通过

26 常熟市兴鑫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5 刘涛涛 通过

27 常熟市吴越印染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6 王刚 通过

28 茂康材料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7 陈瑞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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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茂康材料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8 赵斌臣 通过

30 常熟市昌盛印染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39 葛嘉诚 通过

31 常熟市云宇织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0 王彧国 通过

32 常熟市沛信纺织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1 顾建军 通过

33 江苏奥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2 汤仁伟 通过

34 苏州市森辉建材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3 姚秉强 通过

35 江苏景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4 陈丽莉 通过

36 常熟市沙家浜陆阳压制件厂 Suzhax-2019-N0545 马丽华 通过

37 雅冕服装（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6 殷栋杰 通过

38 常熟市凯力欧商业设备织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7 周雪良 通过

39 苏州大阳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8 郎红英 通过

40 江苏嘉美森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49 顾靖君 通过

41 江苏嘉美森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0 卜海民 通过

42 常熟市大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1 蔡刚 通过

43 苏州全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2 汤竹箐 通过

44 苏州全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3 许琴 通过

45 常熟市东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Suzhax-2019-N0554 周萍 通过

46 苏州市众和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5 张葳 通过

47 常熟市龙盛钢结构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6 陆宇菲 通过

48 达谊恒精密机械（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7 温爽 通过

49 常熟市沙家浜天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58 钱英 通过

50 常熟市金晟金属制品厂 Suzhax-2019-N0559 陈洁 通过

51 常熟市东南化纤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0 龚卫红 通过

52 常熟市伟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1 黄健 通过

53 常熟市新百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2 马利民 通过

54 苏州宏远商业设施制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3 杨立新 通过

55 常熟鸽球丝绸印染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4 杨建新 通过

56 苏州森之佳商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5 张正江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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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常熟市铭顺铸件厂 Suzhax-2019-N0566 毛松英 通过

58 苏州拓纳超细粉体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7 谈志强 通过

59 常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8 吴文忠 通过

60 常熟市裕仁商贸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69 郭国良 通过

61 巨硕精密机械（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0 邹瑜 通过

62 巨硕精密机械（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1 陆海南 通过

63 浦项（张家港）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2 龚宇强 通过

64 苏州拓纳超细粉体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3 方芳 通过

65 毕马杰橡胶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4 董聪聪 通过

66 毕马杰橡胶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5 李家军 通过

67 常熟市华星制衣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6 徐虹 通过

68 常熟市淼泉铸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7 张惠芳 通过

69 巨驰自行车配件（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8 刘家诠 通过

70 常熟高德莱机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79 周文燕 通过

71 常熟骏驰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0 秦陆丰 通过

72 巨驰自行车配件（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1 张学军 通过

73 巨驰自行车配件（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2 余国庆 通过

74 常熟中讯航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4 朱晓东 通过

75 常熟市恒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5 谈静峰 通过

76 江苏世德南化功能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6 胡海艳 通过

77 常熟宝江针纺织品织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7 周洪 通过

78 常熟市通瀛服装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8 朱国燕 通过

79 常熟富莱斯特热流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89 施晓 通过

80 常熟市华林钢管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0 杨丽军 通过

81 常熟市徐润机电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1 杜佳铭 通过

82 常熟市禧屋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2 别建伟 通过

83 常熟市沃帅红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3 张双印 通过

84 常熟市嘉华针织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4 王敏亚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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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苏州远大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5 孙静娟 通过

86 小松精密模具（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6 徐焕 通过

87 光德汽配（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7 丁国辉 通过

88 常熟金晟服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8 陆红梅 通过

89 江苏中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599 朱红林 通过

90 常熟市兴宏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00 吴文进 通过

91 常熟市给力拉链设备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02 陈智勇 通过

92 常熟市顺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03 李嫣 通过

93 常熟市顺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04 范震撰 通过

94 苏州市三雄纸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05 陈红星 通过

95 常熟市王庄热镀锌厂 Suzhax-2019-N0606 邹文卫 通过

96 常熟市通润千斤顶配件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07 王正华 通过

97 常熟市通润千斤顶配件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08 施建勋 通过

98 常熟市金银福铜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0 王智涛 通过

99 常熟市宇泰模具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1 张根元 通过

100 江苏金牛华尔车服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2 徐伟东 通过

101 常熟市雷得双金属复合管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3 张文林 通过

102 东洋热交换器(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4 穆雪妹 通过

103 东洋热交换器(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5 孙必辉 通过

104 法兰克斯管道紧固件（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6 陈士宏 通过

105 法兰克斯管道紧固件（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7 顾晓华 通过

106 江苏中车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8 吴鹤 通过

107 常熟市雷得双金属复合管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19 顾超 通过

108 苏州吴坤纺织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0 丁国强 通过

109 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1 邱振华 通过

110 常熟市红宏服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2 张华兵 通过

111 常熟市凯恒织造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3 朱忆青 通过

112 常熟市吴越印染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4 夏铿乐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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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常熟格林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5 朱丽佳 通过

114 常熟格林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6 龚卫国 通过

115 常熟市中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7 齐哲 通过

116 常熟市正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8 邢江华 通过

117 佛吉亚（常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29 陆影婷 通过

118 常熟市汇鑫服装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0 黄波 通过

119 苏州富士宝电器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1 李强 通过

120 佛吉亚（常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2 杨宽 通过

121 常熟市禧屋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3 杜广涛 通过

122 常熟松盛实业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4 孙仁虎 通过

123 常熟市东林纺织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5 陶君才 通过

124 苏州市苏虞汇电子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6 胡建峰 通过

125 常熟市绒酷世家针织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7 尹志坚 通过

126 常熟市桥隧橡胶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8 陆良保 通过

127 弗兰科希管件系统（常熟）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39 王平 通过

128 常熟市桥隧橡胶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40 徐铭强 通过

129 常熟市创亿服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41 张坤元 通过

130 常熟市中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42 苏佳惠 通过

131 苏州市拉波尼服饰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43 阚文生 通过

132 苏州德菱邑铖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44 蒋全红 通过

133 苏州郎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45 霍林根 通过

134 常熟市龙飞针纺织有限公司 Suzhax-2019-N0646 严怡静 通过

135 常熟市达冠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Suzhax-2019-N0647 李卫忠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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