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报考项目
1 广东省 刘礼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 河南省 谷廷辉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3 河南省 孙杰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4 河南省 康华魁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5 浙江省 杨锦辉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6 安徽省 李鹏 六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7 吉林省 傅钧博 辽源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DS
8 山东省 樊新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DS
9 内蒙古自治区 朱新民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10 四川省 刘毅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1 四川省 周怀忠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2 重庆市 赵洋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3 山东省 王天曜 山东省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DS
14 福建省 蔡丽霞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莆田分院 DS
15 北京市 杨利军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6 江苏省 张诚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7 广东省 刘亮岐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DS
18 江苏省 潘华强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扬州分院) DS
19 江苏省 朱兵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 马志强 宁夏回族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DS
21 安徽省 龙波 池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22 北京市 智彦利 北京航天特种设备检测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DS
23 河北省 刘文捷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4 江苏省 丁春雄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25 内蒙古自治区 刘伟 乌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26 江苏省 杨帆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27 江苏省 贾尚谊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28 湖北省 周万明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张超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DS
30 福建省 林寅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DS
31 湖北省 李晓东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DS
32 江苏省 庞晴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扬州分院 DS
33 广东省 杨俊强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34 河北省 陈永哲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35 江苏省 赵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36 江苏省 郭伟 扬子石化特种设备检测站 DS
37 上海市 宋友立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DS
38 河南省 肖记军 河南省锅检院焦作分院 DS
39 内蒙古自治区 朱晓宇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40 福建省 许雄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41 陕西省 梁鑫亮 陕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DS
42 河北省 徐金辉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43 甘肃省 栗升 甘肃悦达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中心 DS
44 四川省 胡昌荣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45 广东省 丁金森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46 河南省 翟奔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济源分院 DS
47 河北省 臧扬扬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48 福建省 王乐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DS
49 吉林省 孙晓盟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50 江苏省 周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51 内蒙古自治区 陈宝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52 福建省 辜庆斌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5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黄汉万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54 湖北省 刘露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55 江西省 任力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新余分院 DS
56 重庆市 后建 兵器工业西南压力容器检测站 DS
57 湖南省 刘欣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58 黑龙江省 车平 齐齐哈尔鑫钰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DS
59 山东省 侯健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DS
60 安徽省 卫军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61 江苏省 李陈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62 内蒙古自治区 修津 通辽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63 河北省 杜乐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64 四川省 官伟 内江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65 广东省 丁超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DS
66 江苏省 邓艳芝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张家港分院） DS
67 江苏省 周志超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常熟分院 DS
68 吉林省 王丽光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DS
69 山东省 冯晓刚 山东省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DS
70 重庆市 熊伟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71 河北省 张艳旺 张家口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72 浙江省 李杰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73 浙江省 胡利晨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74 河北省 张俊超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75 广东省 沈锐林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76 江苏省 顾晨怡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常熟分院) DS
77 山东省 杨轲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DS
78 河北省 谷守友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79 江苏省 翁志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80 云南省 黄庆富 普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8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张毅 克拉玛依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所 DS
82 陕西省 王哲 宝鸡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83 福建省 周民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84 湖南省 唐远富 湖南省湘电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DS
85 上海市 王强 上海市嘉定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86 北京市 丁敏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87 四川省 蒋永强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88 福建省 缪楚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宁德分院 DS
89 北京市 曾维国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90 湖南省 周强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DS
91 湖南省 廖志文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 DS
92 浙江省 陈涛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93 河南省 赵雅阁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94 河南省 李俊江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95 江苏省 梁俊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DS
96 福建省 陈福海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97 河南省 廖子先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南阳分院 DS
98 内蒙古自治区 张宏伟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99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国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00 山东省 姜传峰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01 河北省 王丽敏 沧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02 湖北省 宋云望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03 内蒙古自治区 李晓军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104 广东省 许晓奕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DS
105 四川省 李木林 德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06 河南省 王冰心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07 内蒙古自治区 高建明 乌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108 河南省 刘鹏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09 河北省 赵凯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10 湖北省 王磊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11 云南省 李曹贤 红河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112 河南省 李贝贝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济源分院 DS
113 湖北省 田昌华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14 安徽省 申友利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115 浙江省 王红源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16 湖南省 熊威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17 江苏省 邓志刚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昆山分院 DS
118 辽宁省 苏明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马晓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20 辽宁省 吴昊 营口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DS
121 河南省 孟繁熙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22 浙江省 李斌彬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23 云南省 曾俊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124 湖南省 陈林佐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 DS
125 陕西省 梁治国 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126 山东省 庞聪 泰安化工压力容器监测站 DS
127 辽宁省 吕东明 锦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28 山东省 鲁国栋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DS



129 山东省 孙磊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DS
130 江苏省 张耀丰 南京通用化工设备技术研究院 DS
131 江苏省 张斌 化学工业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DS
132 黑龙江省 彭树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DS
133 甘肃省 顾文喜 甘肃悦达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中心 DS
134 河南省 王峰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35 江西省 张金颖 宜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136 辽宁省 何永彬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检验中心 DS
137 甘肃省 费学智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DS
138 浙江省 赖圣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9 四川省 税云超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40 广东省 陆晓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DS
141 浙江省 陆坚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42 河北省 宋绍伟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43 江苏省 陈伟 南京通用化工设备技术研究院 DS
144 福建省 童长河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DS
145 河南省 杨东辉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信阳分院 DS
146 江苏省 姜志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47 北京市 张钊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48 浙江省 邹纳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49 江苏省 黄琴 上海市燃气设备计量检测中心 DS
150 河南省 赵尚文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51 浙江省 张远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52 河南省 李静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53 河北省 彭智君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54 河北省 齐文浩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55 江苏省 杨以鹏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56 内蒙古自治区 王亮亮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157 浙江省 张兵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58 江西省 钟远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59 甘肃省 杜亚强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60 重庆市 付陶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压力容器检测站 DS
161 江苏省 崔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DS
162 辽宁省 林贺勇 营口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DS
163 吉林省 张多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64 浙江省 吴凯飞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65 天津市 刘宏臣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DS
166 河南省 胡金磊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信阳分院 DS
167 辽宁省 张成民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6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希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压力容器检验所 DS
169 浙江省 王斌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