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吴建银 常州瑞安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 金智杰 常州瑞安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3 祖铭 常州瑞安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4 徐人月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5 何思炜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6 黄华学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7 王进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8 雷磊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9 钟越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10 曾渊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梅州检测院

11 邱诗佳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2 林培鸿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3 陈俊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4 黄子跃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5 李铄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6 陈嘉扬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7 陈与铿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8 周新格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19 剧远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江门分院

20 唐方林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21 张磊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22 陈辉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23 徐尚泽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4 王琪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5 覃雄 广西桂之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26 刘璐 广西鑫晨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7 吴丽丽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8 李丁龙 湖北特检十堰分院

29 刘瑞 湖北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潜江分院

30 罗睿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1 彭社立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2 尹旭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3 杨淦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潜江分院

34 吴朗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十堰分院

35 刘敏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十堰分院

36 余鑫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十堰分院

37 杨涵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仙桃分院

2018年第四期起重机械检验员（QZ-1）资格考核参加考试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38 马玉波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仙桃分院

39 肖浩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仙桃分院

40 郑健骊 湖南安广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1 方超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2 周高平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43 杨健光 湖南顺泰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4 刘剑飞 鸡西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45 龚智超 鸡西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46 孙文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7 张新杰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8 聂浩然 江苏坤宏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9 缪啸尘 江苏省特检院盐城分院

50 邵珠荣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1 翁来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扬州分院）

52 陆青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53 徐以亮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54 孔亮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55 章宇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56 蒋莹莹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57 王柯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58 董洲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吴江分院

59 高彦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镇江分院

60 贡伟建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61 肖英武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62 程影剑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63 胡文绸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64 汪川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九江分院

65 陈晓昭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九江分院

66 陈鑫 江西中润检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67 燕薪全 景德镇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8 徐海波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9 符竞楠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0 董志敏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1 白鹭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2 陈璐 廊坊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3 季文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74 陶沭云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75 宋余水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76 李新宇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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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倪申强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78 陈超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79 焦广泽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0 徐斌 南京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1 胡敏杰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82 逯成章 青海恒业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83 孙靖野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84 张艺锋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85 石磊 山东倍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86 张忠华 山东倍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87 伊涛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8 徐菲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9 崔城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0 顾志晨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1 张永强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2 王腾飞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3 张春龙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4 王鹏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5 师顺林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6 郭法金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7 周晓凡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8 肖培光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99 李文睿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100 刘栋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101 朱岩岩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102 鲁洪涛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研究院

103 戴国锋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04 潘晓刚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05 周昊南 山西忠诚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6 刘建平 陕西省特种设备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

107 张永明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08 王志洋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09 张露露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10 刘富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11 陈森博 上海市崇明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2 李传磊 上海市特征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13 刘瑞敏 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14 徐在宝 上海众材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15 林祖锋 上饶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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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吴春华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17 张权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18 彭日钊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9 陈锡江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0 马勇刚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21 周雷蕾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22 戢琨毅 四川众能特种设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23 刘锐 苏州市吴江区特种设备检察院

124 岳洋隆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25 李卓峰 渭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26 鞠文翔 无锡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27 毛金龙 无锡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28 朱锦 无锡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29 刘杰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30 魏禺豪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31 徐兵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32 张忠光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33 明廷鑫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4 江伟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5 段勇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6 张璋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7 龚根星 武汉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8 谢林莹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39 刘吉洪 云南鑫度安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0 段治迁 云南鑫度安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1 李正坤 云南鑫度安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2 于强 云南鑫度安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3 黄旭涛 云南鑫度安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4 马开明 云南鑫度安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5 郑其君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146 于欢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147 励斌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148 沈一鸣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149 王洪胜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服务中心

150 胡鑫宇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服务中心

151 李因冰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服务中心

152 高晓洁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服务中心

153 麻宏宇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服务中心

154 冯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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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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韩运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56 焦永旺 重庆品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57 黄滔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58 王庆涛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59 范小龙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60 徐航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61 孙克强 淄博辉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62 刘文举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3 邓陆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4 黄光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165 郭锐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166 孙天易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