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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厂办大集体改革失联人员的公告
根据厂办大集体改革政策、《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指导意见》及《鞍钢二建综合工业工程

处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畅通电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工业尼龙制品厂改革实施方
案》《鞍钢附企焊管轧钢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机电自动化工程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经济技术发
展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铁路电务工程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铁路电务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改革
实施方案》《鞍钢附企无缝实业发展建筑工程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小型轧钢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
企星火工业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冶炼工程技术服务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一薄金属制品厂改
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一初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中型筑炉工程公司改革实施方案》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材改制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化工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属企业公司烧
结安装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属企业公司一炼钢冶金修造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异型金属
制品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劳动防护用品实业发展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板管制品厂改革实
施方案》《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机车尘泥加工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劳动服务公司铁路运输服务公司改革实施方

案》《鞍钢劳动服务公司异型钢管金属门窗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低温液体分公司改革实施
方案》《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科基亚电机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民企工业工程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山钢铁
公司第二建设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山华泰药业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三炼钢修造总厂改革实施方
案》《鞍钢附企供电安装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计量配套安装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热轧带钢制
品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冷轧金属制品厂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丝绳厂改革实施方案》《鞍
钢附企技术中心冶金材料厂改革实施方案》《辽宁新钢发展有限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企综合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铁西门诊部改革实施方案》《鞍钢附属企业公司耐火修造厂改革实施
方案》《鞍钢附企自动化工程公司改革实施方案》安排，厂办大集体改革国家政策窗口期将于2020年底关闭，鞍
钢厂办大集体改革实施时点定于2020年11月30日。按照改革政策规定，在改革实施时点之前，须完成职工信
息确认、养老失业保险欠费补缴、医疗工伤等保险趸缴、相关待遇发放及劳动关系解除等工作。目前，个别职工
仍未按照要求进行信息确认，经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处于失联状态。现将失联人员名单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3.失联人员名单

鞍钢二建综合工业工程处
常伟
鞍钢附企畅通电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安孝平 白素兰 鲍素清 常丽华 陈吉生
陈淑英 崔殷红 董连复 付寿成 高桂珍
高金玲 高玉芝 郭凤芝 郭秀英 韩喜全
何庆荣 洪菊英 侯国英 黄守明 纪素清
贾素清 姜 杰 康素凤 亢丙文 孔宪文
冷洪香 李凤芹 李海斌 李加铁 李静珍
李明福 李秀英 刘殿凯 刘芳玉 刘桂兰
刘曼华 刘明淑 刘秀琴 吕凤云 马清菊
马秀芳 孟庆兰 莫俊伟 潘昌清 潘丽霞
齐素芝 邱 坚 邱亚珍 绍文佩 沈新珍
石秀英 宋长利 宋琳琳 苏国玉 孙桂芝
孙 雷 孙润荣 孙素怀 孙素芹 孙素贤
孙振军 谭桂荣 田庆绵 王虎吉 王华荣
王继铭 王金兰 王淑芹 王淑珍 王素清
王文涌 王秀文 王秀英 王雅卿 徐桂英
徐素彦 闫素清 杨桂珍 杨修兰 于启刚
于庆江 曾宪波 张丛香 张洪英 张丽红
张丽侠 张素梅 张 薇 张晓楠 张秀芹
赵桂英 赵久梅 赵俊佼 赵立奎 赵素华
赵 伟 周宝芹 朱秀华 佐秀英
鞍钢附企工业尼龙制品厂
陈沛浩 傅 琳 何洪凯 姜 波 姜 睿
陆 吉 潘曦娥 王 宇 项 涛 项颖辉
张 莉 张丽洁 张士涛
鞍钢附企焊管轧钢厂
韩仁山 21030419661223XXXX
刘冬梅 21030419670106XXXX
房松 21030419760223XXXX
付庆林 21030419701108XXXX
刘忠权 21030419571030XXXX
罗婷 21030419771214XXXX
孙福建 21030419700803XXXX
王科 21030219750924XXXX
王松松 21030419750219XXXX
徐飞 21030419620425XXXX
周维良 21030419760103XXXX
王建军 21030419730112XXXX
颜伟 王洪伟 关毅 王晓智
鞍钢附企机电自动化工程公司
艾福明 巴福志 边夏刚 范 丽 高健姿
康 军 李墨浮 李巧燕 李振安 刘彩凤
刘 飞 刘 刚 柳 杨 栾 影 聂共和
乔海军 尚 毅 宋美洋 佟 杰 佟立新
王 俊 杨国红 叶国红 张 伟 赵岩峰
鞍钢附企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洪 媛
鞍钢附企铁路电务工程公司
马静 21030319550712XXXX
杜月成 21030419560910XXXX
鞍钢附企铁路电务设备安装工程公司
韩桂梅 21030319621003XXXX
鞍钢附企无缝实业发展建筑工程公司
吴明彬
鞍钢附企小型轧钢厂
何 都 刘 刚 刘 涛 杨会军 尹 刚
鞍钢附企星火工业公司
马国新 钟 奇
鞍钢附企冶炼工程技术服务公司
马素兰 21030219231018XXXX

高坤洁 21030219261214XXXX
邹玉娟 21030219540509XXXX
原凤云 21030224112218XXXX
张淑珍 21030227041XXXX
宫全芳 21030242031XXXX
夏玉凤 21030319271111XXXX
田秀珍 21030419271108XXXX
鞍钢附企一薄金属制品厂
刘宇 21030319630518XXXX
孟素兰 21030419530518XXXX
鞍钢附企一初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王静波 于 斌 郑之林
鞍钢附企中型筑炉工程公司
贾 涛 王冬晓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材改制厂
韩一兵 21030219661218XXXX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化工厂
穆天明 21030319591128XXXX
苏文富 21030419580902XXXX
赵雅娟 21030419591222XXXX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烧结安装公司
张发祥 21031119521104XXXX
吴 杰 21030319590906XXXX
李金明 21030319630321XXXX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一炼钢冶金修造厂
姜彦 21030319580326XXXX
李萍 21030419550106XXXX
王盛君 21030419601009XXXX
何亚君 21030419670125XXXX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异型金属制品厂
付美丽 王晓林 吴云江
鞍钢劳动防护用品实业发展公司
宫素英 21030419630818XXXX
左丽娜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板管制品厂
姜涛 21030219760409XXXX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机车尘泥加工厂
王健 21030419751111XXXX
杨传民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铁路运输服务公司
李太均 21030319710626XXXX
万楠 21030319720118XXXX
李红 21030319760414XXXX
吴艳红 21030319770418XXXX
王莹 21030419740208XXXX
冯娜 21030419740809XXXX
张汉强 21030419741106XXXX
耿玉伦 21030419741109XXXX
闫玲 21030419750630XXXX
王双 21030419750826XXXX
单作林 21031119600209XXXX
闫华 21031119650927XXXX
单作英 21031119671210XXXX
刘红 21031119691005XXXX
闫勇 21031919680627XXXX
赵永宏 21031919680808XXXX
孔凡生 21102119650125XXXX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异型钢管金属门窗厂
彭 波 魏大刚 刘俊烈 蔡 涛 武 楠
王海涛 李春艳 韩 冬 张宝军 陈娜娜
赵 青 马军奎 李 军 张云升 姜明太
王小维 胡宝平 高 伉 周长喜 吴晓东

杜晓东 李培满 李 涛 杨春田 刘志强
何恩会 张广东 樊 炎 韩 斌 郑荣相
李大禹 郭春丽 韩 冰 张 萍 高玉波
张 微 叶 巍 杨艳玲 李 丽 孙 琪
冯 炎 柳长春 汪会香 高 婧 庞艳娟
温树清 孙 璐 徐 军 金 铭 王长革
周宝昌 赵 微
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低温液体分公司
白荣山 关 勇 肖丽娜 金 娓 柳 杨
高洪善
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科基亚电机厂
曹宝良 21030419590724XXXX
鞍钢民企工业工程公司
曲鹏艳 21030219680822XXXX
鞍山钢铁公司第二建设公司
陈艳君 陈玉军 单 宏 高 峰 黄克江
黄 英 李 娜 刘双兰 刘亚娟 马云杰
毛宪君 孟 凯 庞厚德 宋晓霞 王桂清
王 琦 王若凡 王淑双 王远极 薛 清
尹 菊 于 海 袁 媛 岳丽华 张 浩
张 忠 周 伟
鞍山华泰药业公司
丁尔妮 封富利 付宝明 王家栋 吴丽华
张 亮 赵曲平 赵轶昕
鞍钢附企三炼钢修造总厂
苏景贵 21030219571111XXXX
张领 21030275032XXXX
宋振杰 21030419710403XXXX
张田宇 21030219850808XXXX
鞍钢附企供电安装公司
王建涛 21030419640902XXXX
刘彩云 21030219630604XXXX
张刚 21030219650707XXXX
鞍钢附企计量配套安装公司
才明华 21030419590130XXXX
古兴革 21030419700410XXXX
李春明 21030319710329XXXX
胡宝刚 21030466052XXXX
石太彬 21030319640604XXXX
庞祥友 21030419570104XXXX
那乾刚 21030219630402XXXX
杨波 21030419640810XXXX
许玉虹 21030219630625XXXX
李永生 21030219601230XXXX
张德凯 21030319681010XXXX
王忠成 21030219640131XXXX
刘福权 21030319611114XXXX
刘秉虹 21030219640513XXXX
张树艳 21030419710507XXXX
马全闯 21030419630404XXXX
李静华 21030219621107XXXX
王志强 21030219600104XXXX
古兴贺 21030260090XXXX
常立群 21030219640206XXXX
沈文守 21030319650501XXXX
李俊松 21030419681109XXXX
李艳 21030319621023XXXX
于利明 21030219621111XXXX
周志增 21030219680803XXXX
李敢 21030219600302XXXX
马长青 21030219600409XXXX
刘勇 21030319630105XXXX

孟祥忠 21030419581013XXXX
刘波 21030219660130XXXX
柳昌林 21030219570513XXXX
安利 21030219581020XXXX
董克训 21030219600523XXXX
许作高 21030419370815XXXX
王英 21030219631121XXXX
于桂兰 21030428022XXXX
于惠珍 21030229032XXXX
韩玉清 21030443070XXXX
姚丽君 21030350053XXXX
孙宝兰 21030419280426XXXX
鞍钢附企热轧带钢制品厂
王宇 21031119810803XXXX
王岩 21030319650317XXXX
代霞 21030419601005XXXX
刘玉红 21030419690228XXXX
孙运河 21030419710411XXXX
米娇娇 21030319701031XXXX
李庆峰 21030219761214XXXX
李治国 21030419851210XXXX
李鑫铭 21030219701003XXXX
郭俊卿 21030219710313XXXX
康军 21030419680708XXXX
廖波 21030419680530XXXX
李德家 石 岩
鞍钢附企冷轧金属制品厂
李 海 左 辉 陈素华 宋红革 姚文忠
杨玉敏 魏润华 李英凡 李彩玲
卢 红 刘波平 姜秀兰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丝绳厂
钱琨 21030419791029XXXX
李宝德 21030419700107XXXX
冯瑞洪 21030219700204XXXX
金基奉 21030419700528XXXX

宇延伟 21030419710218XXXX
吴殿勇 21030419710205XXXX
张景有 21030419620922XXXX
邰恩贵 21030419530718XXXX
周柄英 21030419460515XXXX
周翠云 21030419400106XXXX
张玉荣 21030319360708XXXX
王素琴 21030419351212XXXX
张兴菊 21030219340220XXXX
白林森 21031119560208XXXX
袁英刚 李兴盛
鞍钢附企技术中心冶金材料厂
张京豪 21030219720411XXXX
关春彦 21030419690130XXXX
刘红 21030319680826XXXX
贺囡 21030419740223XXXX
唐安华
辽宁新钢发展有限公司
梁绍学 21030219580211XXXX
鞍钢附企综合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马汉相 21030219531218XXXX
王宏玲 21030219630102XXXX
张箭 21030219701102XXXX
徐若松 21030219730905XXXX
张凤 21030319610106XXXX
曹会刚 21030419470309XXXX
陈丽波 21030419690204XXXX
刘爱民 刘鸿艳 孟继飞 徐 朋 曹晓蔓
鲍 涛 王 焱 栾培东 林春付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铁西门诊部
员明顺 21030349122XXXX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耐火修造厂
韩永珠 王 柯 杨秀美
鞍钢附企自动化工程公司
綦宝英 21010419680626XXXX

鞍钢二建综合工业工程处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畅通电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工业尼龙制品厂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焊管轧钢厂 曹辉 13942211169
鞍钢附企机电自动化工程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铁路电务工程公司 杨橙 13904927761
鞍钢附企铁路电务设备安装工程公司 杨橙 13904927761
鞍钢附企无缝实业发展建筑工程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小型轧钢厂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星火工业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冶炼工程技术服务公司 郑艳 0412-6726327
鞍钢附企一薄金属制品厂 李天臣 13998082896
鞍钢附企一初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中型筑炉工程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材改制厂 杨静 0412-6600995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化工厂 于志刚 0412-6327699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烧结安装公司 王光璞 0412-6726317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一炼钢冶金修造厂 王旭 0412-8231204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异型金属制品厂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劳动防护用品实业发展公司 袁宏 0412-6440122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板管制品厂 张京辉 13204238306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机车尘泥加工厂 崔安平 13372850299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铁路运输服务公司 崔安平 13372850299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异型钢管金属门窗厂 崔安平 13372850299
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低温液体分公司 刘炎 13398028255
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科基亚电机厂 张宝丽 13889712223
鞍钢民企工业工程公司 栾蓝 0412-6727380

鞍山钢铁公司第二建设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山华泰药业公司 王芳 0412-8434780
鞍钢附企三炼钢修造总厂 李博 0412-5215536
鞍钢附企供电安装公司 刘秀敏 13130088026
鞍钢附企计量配套安装公司 王新 0412-6728513
鞍钢附企热轧带钢制品厂 李斌 0412-6723318
鞍钢附企冷轧金属制品厂 王哲 15941287699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丝绳厂 杨冰 13617122976
鞍钢附企技术中心冶金材料厂 姜丽娟 15941283096
辽宁新钢发展有限公司 李玉萍 15942221835
鞍钢附企综合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忠萍 13841252193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铁西门诊部 孟佳 13504918663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耐火修造厂 张进 13050088528
鞍钢附企自动化工程公司 崔高梅 13358686650

2.逾期未与单位联系的失联人员，将视为不参加本次厂办大集体改革，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职工自行承担。

鞍钢二建综合工业工程处
鞍钢附企畅通电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附企工业尼龙制品厂
鞍钢附企焊管轧钢厂
鞍钢附企机电自动化工程公司
鞍钢附企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鞍钢附企铁路电务工程公司
鞍钢附企铁路电务设备安装工程公司
鞍钢附企无缝实业发展建筑工程公司
鞍钢附企小型轧钢厂
鞍钢附企星火工业公司
鞍钢附企冶炼工程技术服务公司
鞍钢附企一薄金属制品厂
鞍钢附企一初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鞍钢附企中型筑炉工程公司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材改制厂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化工厂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烧结安装公司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一炼钢冶金修造厂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异型金属制品厂
鞍钢劳动防护用品实业发展公司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板管制品厂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机车尘泥加工厂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铁路运输服务公司

鞍钢劳动服务公司异型钢管金属门窗厂

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低温液体分公司

鞍钢劳服综合企业公司科基亚电机厂

鞍钢民企工业工程公司

鞍山钢铁公司第二建设公司

鞍山华泰药业公司

鞍钢附企三炼钢修造总厂

鞍钢附企供电安装公司

鞍钢附企计量配套安装公司

鞍钢附企热轧带钢制品厂

鞍钢附企冷轧金属制品厂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钢丝绳厂

鞍钢附企技术中心冶金材料厂

辽宁新钢发展有限公司

鞍钢附企综合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铁西门诊部

鞍钢附属企业公司耐火修造厂

鞍钢附企自动化工程公司

1.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请失联人员与单位联系：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