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谢东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程质量生产监测管理中心

2 石奥 北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3 王晓龙 北京市石景山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4 张建新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5 王维杰 昌吉回族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6 文晓龙 昌吉回族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7 杨彬 昌吉回族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8 罗莉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9 谷钰海 大连力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10 范峰辉 东营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 罗权 鄂尔多斯市衡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2 林鑫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3 黄彬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 毛武钢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15 曾锦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中山检测院

16 彭崇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17 刘付毅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18 刘明熙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19 伍冠桦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20 王超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21 邓霞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2 向维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3 李立衍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4 方俊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5 匡致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6 剧远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江门分院

27 牛潮 广东正和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8 张勇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29 闫志勇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30 曹延标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31 陈辉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32 付俊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33 宣吴炳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34 陈柯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35 赵亮 河北省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6 彭银坤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37 蔡成伟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开封分院

38 何鑫鑫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三门峡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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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马晓倩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三门峡分院

40 张庆山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41 高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洛阳分院

42 司世壮 菏泽市安泰建筑机械技术服务中心

43 刘艳宇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4 熊鹰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5 叶茂 湖北特种设备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46 陈卓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鄂州分院

47 姚劲帆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鄂州分院

48 罗璇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冈分院

49 刘冕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50 胡耀斌 湖南瑞欣建筑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51 戚浩然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

52 毛利成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3 贾佶坤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54 邵春阳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55 李楠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56 朱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7 曹雨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8 丁玉俊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9 沈旭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60 张旭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昆山分院

61 孙利剑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连云港分院

62 高晓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连云港分院

63 陆伟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64 王晓琪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65 高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66 张政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67 陈俊卿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68 张晶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泰州分院

69 甘暄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徐州分院

70 张进 江苏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71 沈嘉茜 江苏省特种设备研究院南通分院

72 王晓闻 江苏天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3 陈磊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74 朱言亮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75 李超江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76 陈如全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77 张海涛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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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杨海春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79 李龙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80 郑沪生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81 乔峰 江苏永晋控股有限公司

82 王宜奇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3 杨彬彬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4 邢国栋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5 陈文鹏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6 谭璐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87 曹洋洋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九江分院

88 王子程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九江分院

89 王凯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分院

90 张志锐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分院

91 叶晓晖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分院

92 鄢学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分院

93 冯鑫 晋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94 张铁云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95 周峰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611室

96 姜如飞 连云港博爱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

97 吕瑞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98 宣宇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99 武炼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00 黄乐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01 徐波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02 赵剑聪 辽宁瑞安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3 王炳辉 辽宁瑞安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4 张亮领 辽宁瑞安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5 姚佳勋 辽宁中胜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6 訾洋 辽宁中胜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7 刘佳 牡丹江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8 郑鼎隆 牡丹江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9 李森 牡丹江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10 范沈巍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111 余伟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112 李露露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

113 张钰坡 内江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4 黄曦煜 内江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5 马浩 内蒙古铭荣质检中心

116 赵强 内蒙古铭荣质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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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曾力舟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18 徐锐 宁夏宇鑫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119 李顺德 黔西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120 李绪强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21 迟杰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22 刘志鹏 青岛四三零八机械厂

123 王广帅 青岛四三零八机械厂

124 李海得 青海恒业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25 马世贤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6 郭宝海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7 曹建明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8 李德山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29 吉雪宁 山西焦煤集团霍州煤电

130 菅宏阳 山西焦煤集团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31 邢皓 山西焦煤集团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32 高雅竹 山西省大同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3 常晓龙 山西同馨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4 席朝阳 山西西山金城特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5 王安琪 陕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测研究院

136 孟令军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37 王开威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38 徐笑笑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39 李新豪 陕西省特种设备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

140 杨朋涛 陕西正和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41 陆涛 上海市宝山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2 秦艳 上海市宝山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3 沈健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144 邬召峰 上海市闵行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5 沈向宇 上海市青浦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6 陈英杰 上海市青浦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7 赵灵杰 上海市青浦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8 赵攸乐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49 翟景泉 沈阳中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0 王建利 沈阳中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1 曹永华 沈阳中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2 马东立 沈阳中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3 游鹏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54 刘涛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55 岳洋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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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刘云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57 陈威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158 管强壮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159 陈文涛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160 曹菊斌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161 陈迁 四川祥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62 周仁杰 四川祥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63 包小林 四川祥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64 张新平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65 于中强 西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166 程尚海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67 朱晨亮 吐鲁番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68 常胜 吐鲁番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69 谢维 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70 夏军 新疆利安特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71 孙成刚 新疆利安特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72 张猛 宿迁市蓝天建筑机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173 杨尚兵 宿迁市蓝天建筑机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174 张竞一 长春市永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75 李林树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76 陈帅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77 李东鑫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78 程慧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79 张均萍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80 夏珺芳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81 金卫良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82 李因冰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服务中心

183 文超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184 何昌青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185 李林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186 何波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187 苑晓波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188 闫浩廷 陕西建升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89 李博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190 倪思远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院

191 吴燕华 抚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92 燕薪全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分院

193 陈佳丽 抚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94 肖惠锦 福建省劳安设备技术开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