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肖克 华北压力容器检测站

2 王锦文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3 单艺 岳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4 路成龙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 樊松月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6 戴伟威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7 吴强银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 刘洪飞 成都铁路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9 宋悦鹏 丹东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0 何亚翔 岳阳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1 张晗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12 宋伟 江苏东安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3 曹文泽 河南精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 钱兴家 江苏中大华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 余科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6 夏月勇 江苏东安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7 张斌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徐州分院

18 刘小雪 北京市密云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9 罗国友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20 王楠 和田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21 麦麦提江·阿不都拉 和田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22 刘旭霞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3 柳强 湖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郴州分院

24 周星宇 宿迁市蓝天建筑机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25 何泉 盐城市鸿图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6 罗宇鹏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7 胡卫明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28 肖旺 湖北星煌建筑工程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9 郑剑 天津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30 李高峰 江苏永晋控股有限公司

31 龙尚成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2 刘仕瑞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泰州分院

33 陆强 江苏安科检测有限公司

34 陈海燕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35 王香辉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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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付巧鹏 湖南省特征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怀化分院

37 陈其武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38 修志杰 四川省乐山市中区龙游路北段269号

39 叶玫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南平分院

40 陈一龙 惠州宏胜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1 江磊 江苏鼎都检测有限公司宣城分公司

42 文学良 广东科力电梯有限公司

43 冯海军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44 李志南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5 于信江 临沂市友安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46 刘阳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7 李德福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48 吴日威 广东菱电电梯有限公司

49 白雪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0 詹荣煌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1 朱超伟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2 章程皓 金华市建筑材料试验所有限公司

53 曾建南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54 姜叶韵 金华市建筑材料试验所有限公司

55 宋文国 山西忠诚信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56 丁建海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7 谢斌阳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

58 曾勇 珠海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9 张栋 天水市特种设备技术质量监督局

60 谢振华 山西忠诚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1 高山 湖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

62 陶圣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63 张沂强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4 张琪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5 尹颖艺 湖南建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6 成威 庆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67 方大为 广州穗监施工机具检测有限公司

68 张中华 徐工机械建设机械分公司

69 谢朝阳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70 陈卓彬 佛山市南海区正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71 邱子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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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钱斌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公司

73 卜珍凯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4 赵琦 丹东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5 殷彦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76 闵超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 葛智琪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78 陈建冰 朝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9 陈刚 四川宜宾江源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80 王伟 宁夏科先安全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81 肖毅宏 上海市嘉定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2 李振 广西川桂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83 陈豪 山东百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4 郑培扬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85 何康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6 赵宏 华北压力容器检测站

87 蒲俊强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88 赵文杰 渭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89 施建超 攀枝花市技嘉室内空气检测有限公司

90 贺晓文 哈尔滨铁路局质量技术监督所

91 周浩 铜陵市柒鑫特种设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92 潘应深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93 方正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94 杜波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95 孙久龙 江苏天宙检测有限公司

96 胡诚 江西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97 李晗晗 佛山市南海区正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98 季秉伟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99 陈鹏丽 山西忠诚信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0 陈国建 东莞市正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01 姚毅 河南省建城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2 张恩财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3 覃天崖 广西川桂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04 刘锦强 佛山市南海区正昇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05 杨珈源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6 梁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107 孙岩 朝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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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马健文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109 李瑜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10 顾彬荣 广西铭祥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1 夏阳 湖北星煌建筑工程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2 邹真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13 陈东 山东百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4 蒋晓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15 高哲 汉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116 胡晓庆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17 崔宏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18 刘元涛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9 吕江龙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湛江检测院

120 吴其锋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121 王希瑶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2 徐东旭 天津市宝坻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站

123 李果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4 王鹏博 江苏永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5 肖杰 毕节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26 罗锐添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27 冯飞 山西忠诚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8 袁东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9 王健健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130 刘生银 自贡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31 苏磊刚 山西忠诚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32 龚鹤 北京市西城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33 刘志猛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4 于自上 朝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5 冯海林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36 蒋刘杨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7 卢光岳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8 陈林灶 福建省特种设备研究院龙岩分院

139 肖思悦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0 胡建峰 泰州市祥安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1 王董帅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142 项亚男 密云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43 赵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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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张伟琪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45 叶醒灵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146 覃俊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47 卢东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48 房寒 河南省建城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49 陆佳顺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150 王玉涛 秦皇岛市鹏凯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51 朱鹏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52 管锋 景德镇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53 周滨 秦皇岛市鹏凯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54 陈建建 秦皇岛市鹏凯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55 封晓波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56 廖珍强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7 朱浩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158 丁涛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59 刘科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160 王钧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