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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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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京市 李志勇 北京航天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 DS
3 北京市 许巍 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DS
4 北京市 曾维国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5 北京市 丁敏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6 北京市 生建文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7 北京市 王鑫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8 北京市 杨利军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9 北京市 湛小琳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1 北京市 庄宝增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2 天津市 贺飒飒 天津石化压力容器检验研究中心 DS
13 天津市 白凯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14 天津市 王瑞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锅炉压力容器技术检验所 DS
16 天津市 刘宏臣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DS
21 河北省 张勇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3 河北省 王丽敏 沧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8 河北省 杜乐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9 河北省 谷守友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31 河北省 彭智君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34 河北省 路腾飞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39 河北省 张昕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DS
40 河北省 郑滨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DS
41 山西省 姚威 山西省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43 内蒙古自治区 林伟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45 内蒙古自治区 曹建平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47 内蒙古自治区 李飞龙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48 内蒙古自治区 李晓军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49 内蒙古自治区 秦红续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50 内蒙古自治区 陈宝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51 内蒙古自治区 王亮亮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53 内蒙古自治区 朱晓宇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54 内蒙古自治区 朱新民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55 内蒙古自治区 范东华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56 内蒙古自治区 王金勇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57 内蒙古自治区 王磊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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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内蒙古自治区 修津 通辽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60 内蒙古自治区 高建明 乌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61 内蒙古自治区 刘伟 乌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62 内蒙古自治区 刘世超 锡林郭勒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63 辽宁省 张成民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64 辽宁省 张万义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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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辽宁省 柯信禹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检验中心 DS
67 辽宁省 吕东明 锦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68 辽宁省 曾凡勇 辽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DS
69 辽宁省 丁战武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71 辽宁省 花娆淼 营口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DS
73 辽宁省 吴昊 营口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DS
74 吉林省 王丽光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DS
76 吉林省 高文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77 吉林省 孙晓盟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78 吉林省 张多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79 黑龙江省 李洪伟 大庆石油化工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DS
80 黑龙江省 任志峰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DS
82 黑龙江省 车平 齐齐哈尔鑫钰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DS
83 黑龙江省 刘立鑫 双鸭山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DS
84 黑龙江省 沈奕欧 双鸭山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DS
87 上海市 张奕 上海石化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DS
89 上海市 宋友立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DS
93 江苏省 葛建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94 江苏省 花建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95 江苏省 纪明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96 江苏省 贾尚谊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97 江苏省 姜志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99 江苏省 翁志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00 江苏省 吴兵兵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01 江苏省 肖鹏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05 江苏省 周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06 江苏省 朱龙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DS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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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江苏省 樊晓辉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连云港分院） DS
110 江苏省 王鑫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DS
111 江苏省 刘宇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泰州分院） DS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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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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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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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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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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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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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江苏省 杨帆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19 江苏省 朱兵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20 江苏省 陈伟 南京通用化工设备技术研究院 DS



122 江苏省 黄琴 上海市燃气设备计量检测中心 DS
124 江苏省 陈国樑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DS
125 浙江省 陈涛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26 浙江省 刘晓华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27 浙江省 陆国强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28 浙江省 高文辉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29 浙江省 胡利晨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0 浙江省 赖圣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1 浙江省 李斌彬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2 浙江省 陆坚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3 浙江省 邵冬冬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4 浙江省 王斌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5 浙江省 王红源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6 浙江省 张远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7 浙江省 邹纳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38 浙江省 马吉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DS
139 浙江省 李杰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140 浙江省 王鹏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141 浙江省 张兵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142 浙江省 陆益锋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43 浙江省 吴凯飞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44 浙江省 谢浩平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45 浙江省 徐峰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46 浙江省 杨锦辉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47 安徽省 姚立东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DS
148 安徽省 龙波 池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151 安徽省 卫军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154 福建省 甘军军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56 福建省 黄理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57 福建省 路建雷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59 福建省 吴高峰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60 福建省 谢丽婉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61 福建省 许雄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62 福建省 张伙隆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63 福建省 郑满荣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167 福建省 汪小蕾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 DS
168 福建省 陈金烂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DS
169 福建省 林寅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漳州分院 DS
170 福建省 童长河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DS
171 福建省 王乐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DS
173 江西省 刘冬保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74 江西省 钟远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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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江西省 程林 景德镇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178 山东省 姜传峰 菏泽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179 山东省 冯晓刚 山东省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DS
180 山东省 王天曜 山东省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DS
181 山东省 于增旭 山东省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DS
182 山东省 柳长磊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183 山东省 樊新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DS
184 山东省 侯健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DS
185 山东省 孔凡叶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DS
186 山东省 鲁国栋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DS
187 山东省 孙磊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临沂分院 DS
188 山东省 张云海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DS
189 山东省 孙艳萍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潍坊分院 DS
190 山东省 高原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枣庄分院 DS
191 山东省 李浩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枣庄分院 DS
192 山东省 杨轲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DS
193 山东省 刘瑾 胜利油田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194 山东省 谭晓林 胜利油田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195 山东省 庞聪 泰安化工压力容器监测站 DS
196 河南省 肖记军 河南省锅检院焦作分院 DS
197 河南省 曹景林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98 河南省 陈卫红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199 河南省 谷廷辉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0 河南省 何微微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1 河南省 康华魁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2 河南省 李刚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3 河南省 李静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4 河南省 李俊江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5 河南省 栗帅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6 河南省 刘铭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7 河南省 刘鹏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8 河南省 孟繁熙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09 河南省 孙杰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10 河南省 王冰心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11 河南省 王峰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12 河南省 杨俊浩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13 河南省 赵露露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14 河南省 赵尚文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15 河南省 赵雅阁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17 河南省 何祖超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鹤壁分院 DS
222 河南省 裴淑霞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洛阳分院 DS



223 河南省 郑甜甜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洛阳分院 DS
225 河南省 何芳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DS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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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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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河南省 刘军岭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DS
231 湖北省 宋云望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233 湖北省 王磊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234 湖北省 张永华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235 湖北省 周万明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236 湖北省 郑宏伟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石分院 DS
237 湖北省 李晓东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DS
238 湖南省 刘欣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240 湖南省 胡理科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西分院 DS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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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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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湖南省 陈鑫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DS
244 湖南省 金辉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DS
245 湖南省 周强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DS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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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广东省 刘礼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48 广东省 王磊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49 广东省 郑俊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50 广东省 陈武滨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DS
251 广东省 丁超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DS
252 广东省 王莉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DS
253 广东省 夏浩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DS
254 广东省 黄荣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DS
256 广东省 刘亮岐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DS
257 广东省 陆晓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DS
258 广东省 丁金森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59 广东省 林桥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60 广东省 沈锐林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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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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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广西壮族自治区 谢世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26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杨海堂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DS
268 四川省 李木林 德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69 四川省 王俊 凉山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71 四川省 刘毅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73 四川省 官伟 内江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75 四川省 蒋启明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DS
278 四川省 蒋永强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DS



279 四川省 左继锋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压力容器检测站 DS
280 重庆市 后建 兵器工业西南压力容器检测站 DS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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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重庆市 熊伟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83 重庆市 余宾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84 重庆市 赵洋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285 贵州省 潘昌亮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DS
286 云南省 刘永刚 楚雄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287 云南省 梅华春 楚雄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288 云南省 李曹贤 红河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289 云南省 黄庆富 普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290 云南省 王家佳 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291 云南省 杨鹏 云南电力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DS
292 云南省 葛怀文 云南省石油化工锅炉压力容器检测中心站 DS
294 云南省 傅连莺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DS
297 云南省 曾俊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DS
299 陕西省 王哲 宝鸡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300 陕西省 梁鑫亮 陕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DS
302 陕西省 刘金娥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DS
304 甘肃省 杜亚强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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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甘肃省 李军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DS
309 甘肃省 席鹏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DS
3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海翔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DS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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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乔朋飞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DS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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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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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陈海 中油股份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压力容器检验所 DS
323 黑龙江 刘磊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研究所 DS
324 内蒙古 贺鹏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325 辽宁 薛峰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DS
326 新疆 车宏伟 哈密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DS
327 四川 雷兵 四川科特石油工业井控质量安全监督监测中心 DS
328 内蒙古 闫伟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329 内蒙古 张存堂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330 江西 张量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DS
331 湖南 李燕凌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DS
332 浙江 修立业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DS
333 广东 黄松发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DS
334 广东 何昌发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DS
335 广东 彭伟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DS



336 江西 蒋鹏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南昌分院 DS
337 山东 张皓 山东省特检院 DS
338 山东 刘禾 山东省特检院 DS
339 江西 陈阳文 江西省吉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340 江西 魏伟 江西省吉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DS
341 云南 孙晋明 云南电力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DS
342 贵州 刘松 毕节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