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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总体情况说明

根据新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

195 号）的统计方法，2019 年企业职工总数为 301 人（全年月平均数），

其中科技人员为 93 人（全年月平均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为

30.89 %。

企业科技人员情况需填写科技人员名单（见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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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企业科技人员名单

企业（公章）：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部门 职务 任职形式

1 齐广田 210303196408122338 男 鞍山钢铁学院 工业电气自动化 经营层 董事长 在职

2 王恩义 210304196008162011 男 北京钢铁学院 金属腐蚀与保护 经营层 副董事 在职

3 孔诗淼 210304199001171082 女 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大学 工程造价 管理部 助理 在职

4 王慧 210302198312033026 女 辽宁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5 王鑫 210302197601142427 女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工业电气自动化 物流仓储部 物流 在职

6 孙斌武 140104196811242214 男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 经理层 总经理 在职

7 韩文韬 220519197202045216 男 哈尔滨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 技术中心 技术副总 在职

8 高永利 610113197110150492 男 西安公路学院 热加工工艺及设备 生产部 部长 在职

9 张玉荣 210726197608123723 女 辽宁工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0 王秀梅 210321197809260624 女 鞍山师范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1 王亮 210304198508131050 男 吉林大学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2 张伟 210321197310152210 男 吉林工业大学 流体传动与控制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3 任淑晶 220102196907283325 女 吉林工业大学 矿业机械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4 孙坤超 220102196604263327 女 吉林工业大学 起重运输与工程机械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5 李龙宇 210302198111150912 男 鞍山师范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6 关保余 211323197010132617 男 辽宁工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7 于姣 210283198511275522 女 辽宁工业大学 交通工程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8 张晓刚 210302196310111810 男 鞍山机械工业职工大学 机械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19 张鲁宁 210303197102230031 男 鞍山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20 李明 210321197811131813 男 鞍山师范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21 张海永 130203197001192114 男 鞍钢职工大学 冶金机械设备 生产部 副总经理 在职

22 马祎航 210311199012290910 男 沈阳理工大学 自动化 技术中心 设计员 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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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寇丽静 210304196811282020 女 鞍山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生产部 计划 在职

24 杨友良 21030219660305125X 男 锦州工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工艺部 部长 在职

25 栗新宇 210304197305172026 女 吉林工业大学 汽车 工艺部 工艺员 在职

26 杨玉涛 211202196510031538 男 辽东学院 化学工程 工艺部 工艺员 在职

27 刘晓啼 210302198110140915 男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领域工程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28 刘继隆 21030419890104181x 男 辽宁科技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生产部 调度 在职

29 王文江 210303196512021633 男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物流仓储部 物流 在职

30 权刚 210304197701202610 男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及制造 生产部 调度 在职

31 顾元帅 210303198210062017 男 吉林大学 汽车制造 准备车间 主任 在职

32 于健 210303196203312314 男 锦州工学院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经营层 董秘 在职

33 张南 210302196205163010 男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安环部 部长 在职

34 夏维民 210303197008080938 男 鞍山建材技工学校 硅酸盐 供应部 部长 在职

35 温琦 210302196409283057 男 鞍山职工大学 热加工 供应部 采购员 在职

36 王琦峰 210423197810111018 男 锦州技校 加工 供应部 采购员 在职

37 周伟 210304196508092056 男 沈阳工业大学 焊接工艺及设备 经营层 副总经理 在职

38 孙严 210302197011140616 男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质检部 检查员 在职

39 穆宇博 210304198901020832 男 辽宁科技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 质检部 检查员 在职

40 毕兴业 210304198607061836 男 大庆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技术 质检部 检查员 在职

41 毕霜 210302198110232414 男 吉林大学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质检部 检查员 在职

42 周广帅 210311199208211217 男 沈阳工业大学 电气及其自动化 装配车间 编程 在职

43 路深 21038119890628045x 男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44 金鹤绵 210304196311262234 男 鞍山钢铁学院 机制工艺与设备 管理部 副总 在职

45 赵忆民 210102196406095615 男 大连理工大学 流体传动及控制 审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46 庄明 210302197001121518 男 东北工学院 机械制造及设备 审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47 霍文强 210302198002110313 男 鞍山钢铁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市场部 设计员 在职

48 林杰 21030419660521203X 男 沈阳工业大学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市场部 设计员 在职

49 艾飞 210304196507132036 男 东北大学 机电一体化工程 市场部 设计师 在职

50 毛虹飚 210304196808172015 男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市场部 市场维护 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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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井忠旭 210302197911120012 男 鞍山师范学院 数学 市场部 市场维护 在职

52 王东河 210381197805111417 男 鞍山钢铁学院 冶金机械 销售部 技术咨询 在职

53 赵炳强 62010219620529581X 男 阜新矿业学院 矿业机械 销售部 技术咨询 在职

54 赵艳红 220102196904123369 女 吉林工业大学 矿业机械 售后服务部 副总 在职

55 冯恩惠 210304196301292034 男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售后服务部 检测 在职

56 李涛 210302196604282439 男 鞍山职工大学 工业电气自动化 售后服务部 检测 在职

57 张克明 210311197005131218 男 十中 汽车修理 售后服务部 检测 在职

58 胡轶岩 210304199005202018 男 辽宁科技大学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售后服务部 检测 在职

59 马君 210302197801150317 男 公用事业局 汽车修理 售后服务部 检测 在职

60 王春波 210311196901130956 男 千山区高级职业学校 土建、机械 售后服务部 检测 在职

61 谢鹏 210311197802020959 男 鞍山技工学校 电工 售后服务部 检测 在职

62 曹振波 210311197003130617 男 大连轻工业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品质部 部长 在职

63 邱跃 211022198802122013 男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数控技术 售后服务部 售后 在职

64 宋振宇 210302198807112113 男 沈阳航天航空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售后服务部 售后 在职

65 潘文举 210321198805232014 男 沈阳理工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售后服务部 售后 在职

66 肖震 21030419920326341x 男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售后服务部 售后 在职

67 孙钢 210504197008281315 男 本溪冶金专科学校 内燃设备 销售部 技术咨询 在职

68 陈洪涛 210303197607302512 男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工商管理 销售部 助理 在职

69 刘欣科 210304196504172016 男 第八航校 飞行 销售部 技术咨询 在职

70 白金 21030219631005211x 男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农业机械专业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71 王澍 210302199002130036 男 辽宁科技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自动化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72 孙震 210303198808270654 男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73 于星辰 210303199202160615 男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轮机工程技术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74 李晓唐 210311199401131817 男 鞍山技师学校 机床切割加工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75 董杨 210304198507140019 男 辽宁科技大学 机电一体化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76 董双龙 232321199104131712 男 蓝翔技校 维修机械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77 金星 211103198303260311 男 黑龙江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78 郭强 230407198506130319 男 黑龙江科技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准备车间 编程 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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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王岩松 210304198801151819 男 鞍山技师学院 机械加工 机加车间 计划 在职

80 苏昕 210302199212052718 男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质检部 检查员 在职

81 王赫涛 210304199309272613 男 沈阳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工艺部 工艺员 在职

82 武军 210303199403240937 男 沈阳工业大学 数控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83 王大鹏 22042219960210001X 男 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 3D 增材 设计 在职

84 赵亮 210304197512030012 男 辽宁省工程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 合资合作 设计 在职

85 何佳轩 210904199503161514 男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86 姜权效 210302199503270942 女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87 刘勇 210303198909222512 男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88 王洪胜 21012219690217211X 男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道路与桥梁 售后服务部 技术服务 在职

89 李洪江 210319197409274910 男 鞍山钢校 工民建 质检部 检查员 在职

90 陈长虹 210302198907240956 男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91 闫东 210319197109153412 男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工程机械 技术中心 设计师 在职

92 郭忠东 210304196603152096 男 沈阳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工艺部 工艺师 在职

93 郑守信 210311198606051816 男 辽宁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装配车间 检测 在职

填表说明：

1.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

2.职务填写科技人员在企业所任职务或从事具体工作；

3.任职形式填写在职、兼职或临时聘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