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曹鹏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 梁乾锋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
3 罗佳伦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4 王我愚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5 王新伟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 陈明仁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7 沈琳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8 王振恺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 顾权樟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0 熊翔万 江西省先代电梯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11 王耀萱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开封分院
12 胡晓婷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13 吴永伯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李梓杭 德阳市重装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5 王从人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6 任启程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7 边荣超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8 张尧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开封分院
19 汪陶 武汉午简科技有限公司
20 谢池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21 苟思颖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2 陈伟 江苏祥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3 王天晨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24 任国峰 武汉市午简科技有限公司
25 袁文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26 李民 山东华景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7 李磊 扬州市企模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28 欧炽能 广州市盛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29 姜红飞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开封分院
30 张一凡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31 丁涵斐 青岛昌辉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32 司靖江 江苏江动盐城齿轮有限公司
33 李子昂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开封分院
34 胡骜 武汉市午简科技有限公司
35 秦仕龙 中星特检院
36 赵博睿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7 余宋大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8 陈燕鑫 杭州杭特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9 白德冠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40 孙明阳 吉林君海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1 王松一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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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李希凡 武汉午简科技有限公司
43 刘志豪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44 袁剑超 上海市奉贤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5 邵帅 吉林君海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6 汪夏羚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孝感分院
47 钟子奇 江西华邦建筑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8 王晓兵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49 姜召龙 重庆特种设备研究院
50 田卓明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51 魏豪 杭州杭特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2 梁炳照 \
53 梁小龙 吉林君海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 宋昊 江苏华福机械有限公司
55 汤江平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6 马一方 锦州市北方电梯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57 张泰霖 江苏哥鲁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8 魏鑫 辽宁省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9 潘能桂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60 李子鹏 河南特检院新乡分院
61 李卓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孝感分院
62 相朝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63 王凯夫 辽宁省营口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4 陆佳男 常熟市芝友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5 刘兴试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66 王振飞 江苏天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7 张海萍 凌源兴钢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68 王俊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69 龙彪 花垣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70 王雪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71 徐锭 上海市金山区特种设备监督所
72 潘鹏程 上海市金山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3 殷海鹏 四川经准检验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王凯军 河南省锅检院新乡分院
2 王盘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鹤壁分院
3 张景尧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4 武跃华 新乡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5 陈康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6 郭保国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7 姜建华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8 曹治明 新乡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9 王玉亮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10 郭永强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1 张振华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2 宋晓琳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焦作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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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振宇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14 王伟卫 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15 郭艳芳 洛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16 高森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7 许向征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周口分院
18 马璐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9 姬辉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20 刘丽 西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21 马久斌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周口分院
22 张琳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平顶山分院
23 任宏 洛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24 崔旭晓 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25 冯晓茜 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26 熊冠华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7 王朕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28 陈毅锋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平顶山分院
29 韩保生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30 李友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商丘分院
31 王鑫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32 李彦卫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33 时英明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34 张彧瑢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35 任霞 焦作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36 韩超群 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37 何微微 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38 梁本栋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39 张永红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周口分院
40 刘群安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41 张广华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平顶山分院
42 武红茹 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43 汪曾仁 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44 李云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洛阳分院
45 何军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46 钱敏才 上海市金山区特种设备监督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