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陈荣想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2 刘营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3 马福强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4 夏丽丽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5 赵健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6 安宇飞 北京市丰台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7 黄金斌 北京市丰台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8 孙舒然 北京市丰台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9 席磊 北京市丰台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0 杨策 北京市西城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1 杜骏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2 张宇 北京巨通恒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3 文宏特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14 符国炎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霍德骏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16 钟绍锋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17 赖蕴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源检测院
18 蓝碧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源检测院
19 钟雄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20 范建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21 房国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22 李灿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23 彭宗洋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24 方雁衡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25 刘海鑫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26 石金平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27 刘恩来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28 梁凯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29 陈滨斯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0 刘东杰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1 苏钧良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2 蔡健彬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3 陈跃志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4 邓国超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5 黄展杰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6 江中华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7 蒋道猛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8 薛军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39 颜上钧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0 杨毅升 惠州隆泰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考试人员名单

本名单所覆盖的申请人员所在行政区域为：北京、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北、
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四川、天津、新疆、云南、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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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曾德样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2 戴顺利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3 傅可坚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4 古冠忠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5 顾勇军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6 胡生林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7 黄荣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8 李阳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49 梁王磊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0 廖皓楠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1 林泽楠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2 刘浩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3 刘鹏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4 邵竞山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5 温梓宏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6 谢创源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7 薛艳芬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8 张春宇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9 张俊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60 赵晓涛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61 黄春晖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62 陆金辉 百色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63 谭浩 防城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64 杨波 贵州宝力达工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5 龚渝 贵州快奥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66 容大娟 贵州快奥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67 武彬彬 贵州快奥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68 詹智敏 贵州快奥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69 代伟忠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70 付俊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71 刘玻麟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72 邹松佐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73 王振华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4 陈昊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75 柳芳煇 黔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76 杨胜忠 黔西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77 刘洪林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78 邵德强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79 苟睿 遵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80 吴成 遵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81 洪金彦 沧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2 李晨皓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3 王大鹏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4 蔡亚光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5 冯云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6 韩超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7 李新龙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8 梁彦昌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9 刘贺明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90 李迎宾 河北大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91 靳晓岩 河北省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院



92 韩建林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93 张磊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94 王腾龙 石家庄市液化气总公司气瓶检测中心
95 惠士勇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公司
96 宋阳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97 王波翔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98 王鹏飞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99 杜虹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洛阳分院
100 李茜茜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洛阳分院
101 李宁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南阳分院
102 侯萍萍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平顶山分院
103 马腾华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平顶山分院
104 唐爽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商丘分院
105 裴逸超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106 秦艺萌 洛阳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所
107 陈帅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8 涂文静 湖北特检院直属分院
109 罗睿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10 尹旭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11 姚劲帆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鄂州分院
112 颜家祥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荆州分院
113 邱靖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114 赵琦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115 郑宜平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116 周寅蓉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117 彭凯 湖北中安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8 夏子轩 山东安创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19 乐洋 武汉午简科技有限公司
120 陶杰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121 黄登极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22 李广 国家有色冶金机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23 彭旺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24 刘淼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
125 丁习为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6 王直前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7 钟艳平 湖南瑞欣建筑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128 姜河清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
129 刘崇石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
130 谢彦豪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
131 孙航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张家界分院
132 张申泉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张家界分院
133 屈鹏程 阿拉善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134 全茹 阿拉善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135 司浩栋 阿拉善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136 刘星 阿拉善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137 马良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38 崔驰岳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39 张志强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40 张寓哲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141 李江波 步步升电梯有限公司
142 杜欢欢 临汾市气瓶检验中心



143 杜永霞 临汾市气瓶检验中心
144 郎婷 临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5 李海钻 灵丘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146 曹吉飞 灵丘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
147 岳俊 灵丘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
148 王正杰 山西德鑫盛达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149 于涛 山西金冠达楼宇设备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 王泳 山西兴义达电梯安装电梯有限公司
151 田敏敏 上海三菱电梯太原特约销售安装维修服务部
152 李丛聪 运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3 刘松 成都九信电梯有限公司
154 谭开银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5 杨红果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56 王兀术 凉山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7 侯希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8 潘枢贤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9 斯乾浩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0 赵明宇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1 李杨 四川川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62 孙珩 四川东奥电梯有限公司
163 黄刚 四川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164 熊世雷 四川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165 刘子明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6 吴新林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7 徐山河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8 马诗然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69 李德武 天津菱安机电有限公司
170 张荆莹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71 蒙珂 克拉玛依捷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72 谢磊 克拉玛依捷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73 周昌海 克拉玛依捷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74 贺文军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175 娄承 湖南安卓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76 杨玲 湖南安卓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77 张瑞 湖南安卓特种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78 王彦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79 李佳璐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80 余明利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