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1 王征宇 北京航天特种设备检测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2 李宾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 尹宁 台安县锅炉检验所
4 张夏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5 王振东 嘉峪关市产品质量计量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6 朱光谦 湖南富佳钢瓶制造有限公司
7 黄加文 漳州天和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8 李杰庆 蓝山县联盛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9 胡普 九江石化力源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10 刘鼎辉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1 乔丹 上海液化石油气经营有限公司
12 叶生华 衢州中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 李志新 上海液化石油气经营有限公司
14 范鑫 亳州市恒宝液化气钢瓶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5 白继军 黑龙江万安呼吸器检测有限公司
16 张跃红 长治煤气化总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
17 姚琦 长治煤气化总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
18 赵惠民 长治煤气化总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
19 张卫刚 长治煤气化总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
20 苏保全 长治煤气化总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
21 王海波 长治煤气化总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
22 赖平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3 白雨龙 陕西诚晟科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4 王洋 马鞍山市华南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5 侯蒙军 陕西诚晟科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6 丛晓亮 成都科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27 王金文 台安县锅炉检验所
28 张德宏 马鞍山市华南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9 杨基鑫 兰州特安检测有限公司
30 匡巨立 兰州特安检测有限公司



31 黄新 宜春市远达锅炉压力容器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32 甘恢艳 无锡市保城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33 王广帅 青岛四三零八机械厂
34 陈友忠 浙江海天气体有限公司
35 陈文军 江西省泰和县华维液化气站
36 马丽荣 梅塞尔格里斯海姆（昆明）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37 蔡腾居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尾检测院
38 王春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尾检测院
39 宋焕顺 青岛四三零八机械厂
40 董圣长 瑞昌市工业气体总厂
41 曹伟 瑞昌市工业气体总厂
42 陈干林 瑞昌市工业气体总厂
43 汪和琨 瑞昌市工业气体总厂
44 唐奇峰 上海海洲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45 李杰 德阳市平安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46 匡巨松 兰州特安检测有限公司
47 陈涛 成都科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48 王星杰 浙江海天气体有限公司
49 周咏 自贡顺安气瓶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50 沈陈勇 玉环圣洁气体有限公司
51 肖安文 十堰科盟科技有限公司
52 马子骏 昆明恩迪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53 沙喜阳 十堰科盟科技有限公司
54 程威 中山市泰和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55 赵年洁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6 郭志强 晋城市捷瑞安全阀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57 张恒 晋城市捷瑞安全阀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58 张贻立 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59 龚直伟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0 王海燕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1 张振 晋城市捷瑞安全阀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62 于凯龙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63 罗焱斌 娄底市恒富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64 焦宏裕 晋城市捷瑞安全阀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65 雍林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6 黄安彬 玉环市圣洁气体有限公司
67 郑兆娃 凤台县祥恒液化气供应有限公司
68 郜国防 杭州保城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69 刘硕 晋中云安槽罐车维护中心
70 谭金成 德阳二八二工业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71 夏玉哲 青州山起贸易有限公司
72 占振勇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3 陈放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4 程倩媛 衢州市中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5 刘爱民 锡林郭勒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76 肖明权 泰和县华维液化气站
77 徐波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78 党晔 漳州天和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79 傅贞忠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张天明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81 梁宇祥 贵港市天新液化石油气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82 程峰 重庆市北星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83 刘洋 太和县尊享钢瓶检测站
84 叶建斌 上饶康顺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85 王逸舟 湖州洪喜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86 周龙 唐山三友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87 黄辽 临颍县飞跃气体有限公司
88 陈红梅 温州市亚太气体有限公司
89 赵宇 黑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
90 孙英杰 唐山三友氯碱有限责公司
91 任方彬 北票东大乙炔制造有限公司
92 孙光 阜阳昊源制气有限责任公司
93 王文军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荆门分院
94 陈新刚 衢州市中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5 留锡龙 衢州市中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6 舒平斌 湖北特检院咸宁分院



97 邱靖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98 杨成 辽宁省丹东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99 苑媛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00 邓传强 韶关市合力化工气体有限公司
101 马全新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荆门分院
102 张磊 特检协会未知单位
103 刘琦 河北坤鹏气体有限公司
104 赵顺连 东莞市高能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105 李斌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06 李少勇 江油市鼎顺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107 李岚琪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
108 彭超 江油市鼎顺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109 罗舟 荆州市金科气体制造有限公司
110 周宇健 广西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11 贾东伟 巴彦淖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2 张祎哲 新疆中测测试有限责任公司
113 谭欣 临朐安信气瓶检测有限公司
114 万雪飞 陕西新汽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15 杨根保 辽阳市启点真空深冷设备有限公司
116 杨菁华 陕西新汽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17 孙玫 陕西新汽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18 张占磊 临颍县飞跃气体有限公司
119 陈波 扬州市君睿环保气体有限公司
120 石莹莹 扬州市华夏天然气瓶安装检测有限公司
121 郑子义 扬州市华夏天然气瓶安装检测有限公司
122 刘星月 巴彦淖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23 李亦伦 巴彦淖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24 张党峰 陕西诚晟科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5 樊伟 修水县布甲乡中小学
126 朱泽 江西省修水强盛液化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127 匡燕华 江西省修水强盛液化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128 李江涛 兴隆县安宁燃气有限公司
129 董志锋 鹰潭市益民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有限公司



130 赵云 吉安市安然气瓶检测有限公司
131 郑荣忠 漳州天和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132 曹晓小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133 郭金磊 承德德惠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134 贾伟 日照市胜通管业有限公司
135 霍有鹏 榆林市志邦防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6 刘娜 济南赛思特流体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137 刘润岗 榆林市志邦防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8 谢钰麒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39 苗哲鸣 济源市质检气瓶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40 李轲 济源市质检气瓶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41 白雨轩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42 陈洋 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43 姚望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44 江沁 林德气体（厦门）有限公司
145 百兆双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46 罗运章 吉安市安然气瓶检测有限公司
147 董斌龙 和龙市集祥液化石油气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148 孙峻飞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149 吴家骅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梧州分院
150 牛宏美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51 吕程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52 逯多红 锡林郭勒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153 尉宗锋 锡林郭勒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154 钟林志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55 于涛 秦皇岛赛福恒通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56 谢章文 沂源永安乙炔氧气有限公司
157 徐培坤 上饶康顺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158 刘艳兴 山西鑫黄海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59 丁振华 曲沃县工医制氧厂
160 李宇飞 山西鑫黄海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61 郭卫霞 驻马店市鑫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62 马历 随州市鸿伟化工有限公司



163 刘燕香 攸县天海气瓶检测有限公司
164 茅馨婵 广德县力能溶解乙炔有限公司
165 吕海潮 衡水长城燃气有限公司
166 赵伟 南京燃博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167 谷波 西昌安顺空分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168 孔令秋 随州市鸿伟化工有限公司
169 王彦彦 驻马店市鑫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70 刘雄 格尔木北郊制氧厂
171 董新尧 松原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72 袁凯 南昌惠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73 孙斌 新化县燎原气体有限公司
174 董程龙 金昌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75 邹德兵 成都市新都金能达气体有限公司
176 何梦莹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直属分院
177 苟云昌 成都市温江区凯力气体有限公司
178 周四元 湖南富佳钢瓶制造有限公司
179 谢俊 成都市温江区凯力气体有限公司

180 张津顼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81 王宏 新疆正合通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82 姚远 临颍县飞跃气体有限公司
183 王晓康 曲沃县工医制氧厂（普通合伙）
184 刘光清 江西蓝恒大化工有限公司
185 游泳 长沙市莲湖医用氧厂
186 张伟 陕西隆庆气体有限公司
187 王辅程 大连隆源气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 陈飞 陕西隆庆气体有限公司
189 尹佳会 哈尔滨紫诺商贸
190 李新琪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91 阿卜来海提阿卜都肉苏力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92 牛玉俊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93 孙阔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94 邢诒映 云南恒海液化气体罐车气瓶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95 陈学辉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196 范恩庆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197 和学词 澳宏（太仓）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198 宋志龙 澳宏（太仓）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199 娄谦 广德县力能溶解乙炔有限公司
200 倪紫娟 广德县力能溶解乙炔有限公司
201 陈增煌 广德县力能溶解乙炔有限公司
202 刘晓珍 格尔木北郊制氧厂
203 郝振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204 赵斌元 乌鲁木齐锐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5 薛勇 黑龙江万安呼吸器检测有限公司
206 杨燕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07 刘三明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8 王亚娟 济源市质检气瓶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09 卢建云 新疆中测测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10 王伟 唐山三友氯碱责任有限公司
211 李瑶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
212 付鹏 亳州市恒宝液化气钢瓶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13 曾广龙 龙南县嘉华气体厂
214 管楚红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15 韩斌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