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乔福生 上海市建设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 王梦晨 上海市建设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3 陈松明 上海市建设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 夏俊杰 上海市建设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5 宋忠杰 江苏省特检院宿迁分院
6 蒋曦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7 孙冬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 王泽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9 孙浩翔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0 田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1 方彦飞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2 岳洋隆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3 张聪 西安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4 李学顺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5 王博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6 韩佳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7 乔杨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8 王帅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9 于进军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0 曾繁兴 长春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21 陆健敏 肇庆市建监工程安全设备防护用品检测室
22 钟景星 肇庆市建监工程安全设备防护用品检测室
23 梁文军 肇庆市建监工程安全设备防护用品检测室
24 陈红潮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25 郑为亮 浙江省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26 卢利勇 浙江省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27 张鹏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8 范学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9 马云博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0 李娜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1 王赫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技术监督所
32 杨帆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技术监督所
33 饶喜平 中设（深圳）设备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4 周正 资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5 梁振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研究院徐州分院
36 潘臣富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7 黄孙业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8 谢玖粱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9 张辉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0 黎鸣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41 郑迪 锦州市特征设备监督检验所
42 刘艺 锦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3 孙俊会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4 王伟 临沂友安租赁有限公司
45 聂杰 娄底市三鑫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46 刘畅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47 花煜琦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48 李仁元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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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朱韦贞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0 李正煜 南京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1 陈青峰 南京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2 刘镇原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53 付民善 宁夏建安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54 张小东 宁夏建安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55 魏彦怀 宁夏建安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56 刘洋 齐齐哈尔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57 高必丞 黔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58 柳芳煇 黔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59 张宇杰 清远稳泰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60 邓文凯 清远稳泰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61 陈永佳 清远稳泰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62 徐元圆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63 蒋鑫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64 邹文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5 孙志国 山东安平检测有限公司
66 马浩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7 李务亮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8 徐震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9 马泽坤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70 马训帅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71 赵立峰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72 吴书献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3 葛子勤 山东金马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 李真 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
75 张超 山西省临汾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76 刘晓波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7 惠永田 陕西浩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8 康陕军 陕西浩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9 贺文军 陕西正和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0 吴鸿瑞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1 张军 四川经准检验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
82 雷喆钦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3 肖雄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4 凌世学 四川众能特种设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85 王炎龙 通辽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86 谭永红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7 郭宝海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8 胡正勇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9 赵西壮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0 郭礼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1 胡森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2 赵彦庚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3 胡春友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4 王建东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5 侯潇男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6 王光友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7 王丹 山东金马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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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张志强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9 李庆泉 山东华宁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0 蔡翔宇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1 李涛 陕西志盈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02 王飞 陕西志盈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03 赵晓恒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104 范伟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5 李麒麟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6 刘野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7 苏成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8 谢松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9 魏微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10 贺蒙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1 李翔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2 刘小东 江苏永晋控股有限公司
113 张永明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14 崔旭 松原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15 曲振鹏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16 舒百川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怀化分院
117 成维跃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118 郭芳俊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19 张展铭 肇庆建监工程安全设备防护用品检测室
120 毛锦荣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21 秦勇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22 童明浩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荆门分院
123 刘伦江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24 张文斌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25 赵楠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126 邹远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27 陈茜 广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28 程一航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29 张鹏飞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30 袁铁军 湖南长安检测有限公司
131 林伟峰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132 范勇深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133 范进深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134 邓坤成 广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35 卢志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36 崔国栋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37 谢树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38 柯泽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139 李冬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140 刘思航 大连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141 张金丹 大连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142 孔祥民 大连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143 温艳东 大连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144 邴雪菲 大连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145 吴广东 大连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146 国晓辉 天津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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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王振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8 苏洋洋 浙江中翔工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49 赵登 浙江中翔工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0 陈焕祥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151 吴乐 陕西正和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2 孙丰伟 山东倍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53 毛均益 山东倍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54 蒋玉锋 山东倍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55 杨茂荣 陕西志盈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56 马继雄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157 卯翟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158 杨大敢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59 冯盼盼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0 程亚南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161 刘银燕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162 贺晓文 哈尔滨铁路局质量技术监督所
163 徐玉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64 吴丽丽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5 李彬 新疆中和塔机检测有限公司
166 肖强 新疆中和塔机检测有限公司
167 王高峰 新疆中和塔机检测有限公司
168 吕成旺 新疆中和塔机检测有限公司
169 马智敏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70 王权 随州市万方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