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河北 刘旭霞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

2 河北 杨思皓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科目A

3 河北 陈猛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4 河北 赵亮 河北省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5 河北 杨磊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6 河北 朱宝龙 河北省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7 河北 代晓月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保定分院 科目B

8 河北 刘子清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C

9 河北 李秋月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科目B

10 河北 冯浩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 科目A,科目B

11 河北 李伯骁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12 河北 亢俊伟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

13 河北 贾伟鹏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 科目A

14 河北 郝梦月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科目A

15 河北 刘科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6 河北 张义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C

17 河北 宋森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18 河北 康荣飞 邢台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19 河北 张红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20 山西 张宇航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21 山西 李昂 长治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2 山西 张琪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23 山西 张沂强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24 山西 乔峥 临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25 山西 杨濮泽 临汾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6 山西 李若阳 临汾市气瓶检验中心 科目B

27 山西 张宁 临汾市鹏泰特种设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28 山西 郭鑫鑫 临汾市鹏泰特种设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科目A

29 山西 李扬 运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30 内蒙古 董佳 乌兰察布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31 内蒙古 王超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科目C

32 内蒙古 吕泽兴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33 内蒙古 倪炜博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34 内蒙古 苏轲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35 内蒙古 李嘉耀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

2.3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员（NC-1）符合补考条件名单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36 内蒙古 于湛钧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 科目A,科目C,科目B

37 内蒙古 吕阳 呼伦贝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38 内蒙古 胡仿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39 内蒙古 敖建华 巴彦淖尔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40 辽宁 姜洋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41 辽宁 刘欢 台安县锅炉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42 辽宁 毕华文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43 辽宁 尹宁 台安县锅炉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44 辽宁 于思惠 辽宁省本溪市本钢特检站 科目A,科目B

45 辽宁 刘光宇 辽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46 辽宁 白雪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47 辽宁 马艾琳 葫芦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48 吉林 田欣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49 吉林 梁家豪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

50 吉林 张太鹏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

51 吉林 姚远 吉林省乾坤建筑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52 吉林 刘凯 吉林省乾坤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53 吉林 盛利 吉林省乾坤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54 吉林 李洪贺 吉林省乾坤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55 吉林 邓威 吉林省通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56 吉林 岳志鹏 长春市永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57 黑龙江 张赫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58 黑龙江 李艳君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59 黑龙江 喻正兴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60 黑龙江 闫明慧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

61 黑龙江 白长青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62 黑龙江 陈帅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B

63 黑龙江 丁博文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B

64 上海 唐建华 上海市奉贤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65 上海 朱志强 上海市奉贤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66 上海 张峰 上海市奉贤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67 上海 陈一 上海浦东新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68 上海 黄炳书 上海市闵行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69 江苏 刘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70 江苏 张雨辰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

71 江苏 王牧青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

72 江苏 张锦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宜兴分院） 科目A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73 江苏 罗涛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74 江苏 方超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常州分院金坛所 科目A

75 江苏 陈嘉鸣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C

76 江苏 高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科目A

77 江苏 沈嘉茜 江苏省特种设备研究院南通分院 科目A

78 江苏 杨峥峥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

79 江苏 袁琪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

80 江苏 江顺友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81 江苏 高健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82 江苏 程宝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科目A,科目B

83 江苏 张添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科目A

84 江苏 朱洪兵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科目B

85 江苏 蒋通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扬州分院） 科目A

86 江苏 朱剑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科目A,科目B

87 江苏 袁波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苏州分院 科目A,科目B

88 江苏 姚腾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宿迁分院 科目A,科目B

89 江苏 刘冬玉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C

90 江苏 刘仕瑞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泰州分院 科目A

91 江苏 梁超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徐州分院） 科目A

92 江苏 陈耀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徐州分院） 科目B

93 江苏 张伟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徐州分院） 科目B

94 江苏 徐晶晶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B,科目C

95 江苏 傅镜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宿迁分院 科目A,科目C

96 江苏 余亮 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科目A,科目B

97 江苏 杨可 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科目A,科目C

98 江苏 李建 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科目A,科目B

99 江苏 李元松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科目A

100 浙江 洪书勋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

101 浙江 卢伏龙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

102 浙江 温凯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03 浙江 瞿恩杰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04 浙江 高雨婷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05 浙江 蒋伟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C,科目B

106 浙江 吴振焘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07 安徽 陈柯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08 安徽 姚超 淮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B

109 安徽 韩强 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10 安徽 徐云龙 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

111 安徽 刘道秀 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112 安徽 袁思远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113 安徽 邢应凯 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

114 安徽 吴麟 安徽省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115 福建 陈胜滨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莆田分院 科目A

116 江西 毛竹青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A

117 江西 涂前 宜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

118 江西 彭劼力 萍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

119 江西 李雨泓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分院 科目A

120 江西 邬力仁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B

121 江西 叶芬庆 上饶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

122 江西 何明辉 江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鹰潭分院 科目A,科目B

123 山东 孙希润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B

124 山东 张新民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平度工作站 科目B

125 山东 耿晓阳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A

126 山东 杨治飞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科目A

127 山东 李迅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128 山东 刘野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B

129 山东 苏成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

130 山东 徐治中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B

131 山东 邵峰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B

132 河南 金阳 河南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33 河南 杨生辉 许昌市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134 河南 崔江钰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35 河南 高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科目A

136 河南 程保胜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A

137 河南 付鹏辉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许昌分院 科目A

138 河南 李俊峰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商丘分院 科目A,科目B

139 河南 吴昊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商丘分院 科目B

140 河南 许诺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测研究院商丘分院 科目A

141 河南 王涛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142 河南 陈鹏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商丘分院 科目A

143 河南 范玫瑰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周口分院 科目B

144 河南 陈琳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周口分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45 河南 闫磊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周口分院 科目A,科目C

146 河南 韩绍伟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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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河南 魏振宇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A

148 河南 屈艳敏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C

149 河南 李超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济源分院 科目A,科目C

150 河南 王泽军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科目A,科目B

151 河南 李进明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三门峡分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52 湖北 毕俊 湖北圣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153 湖北 周亮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石分院 科目A

154 湖北 陈佳泽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石分院 科目A,科目B

155 湖北 张肖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156 湖北 李丁龙 湖北特检十堰分院 科目A

157 湖北 覃义稳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科目B

158 湖北 李大维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科目A,科目B

159 湖北 李娟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科目B

160 湖北 张程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襄阳分院 科目A

161 湖北 陈艳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襄阳分院 科目A,科目B

162 湖北 周丽洁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襄阳分院 科目A

163 湖北 颜家祥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荆州分院 科目A,科目B

164 湖北 付韬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荆州分院 科目A,科目C

165 湖北 孔晓辉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科目A

166 湖北 钟钊 湖北圣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67 湖北 郭强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科目A,科目C

168 湖北 雷紫晖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科目A

169 湖北 李维冰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70 湖北 刘忠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科目A

171 湖北 杜成丽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咸宁分院 科目A,科目B

172 湖北 陈昌瀚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A

173 湖北 谭丰华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恩施分院 科目A

174 湖北 魏增刚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B,科目C

175 湖北 黄钰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随州分院 科目A

176 湖北 王珺如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潜江分院 科目A

177 湖北 郑子扬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潜江分院 科目A

178 湖北 肖彬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宜昌分院 科目B

179 湖北 李俊文 襄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科目A,科目B

180 湖北 黄熙羽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随州分院 科目B

181 湖北 于超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182 湖南 张伟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测检验研究院 科目A

183 湖南 黄璞琦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株洲分院 科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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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湖南 谭珈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 科目A

185 湖南 欧阳益波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科目B

186 湖南 付婷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衡阳分院 科目A

187 湖南 李玉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 科目A

188 湖南 向导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怀化分院 科目A,科目B

189 湖南 李昊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怀化分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90 湖南 舒百川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怀化分院 科目A

191 湖南 刘天奇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娄底分院 科目A

192 湖南 卢立航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星沙事业部 科目A,科目B

193 湖南 郭争荣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194 广东 剧远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科目A

195 广东 刘恩来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分院 科目B

196 广东 李乐飞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科目A

197 广东 李鑫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A,科目C

198 广东 林浩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199 广东 黄浩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科目B

200 广东 彭崇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科目B

201 广东 黄德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尾检测院 科目B

202 广东 周景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尾检测院 科目A

203 广东 钟应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204 广东 陈德韶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科目A

205 广东 覃俊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科目A

206 广东 叶培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科目A

207 广东 唐念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科目B

208 广东 黄梓翔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揭阳检测院 科目B,科目A

209 广东 谢培周 广东省云浮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10 广东 何承徽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科目B

211 广西 何清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桂林分院 科目A,科目B

212 广西 沈厚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桂林分院 科目B

213 广西 宁占 北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14 广西 苏继松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玉林分院 科目A

215 广西 韦璜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

216 广西 韩致贵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B

217 四川 蒋爽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B

218 四川 袁帅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19 四川 许德翼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20 四川 李玮鑫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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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四川 廖军 成都铁路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科目B

222 重庆 董智宇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223 重庆 伍永杰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224 重庆 陈栗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225 贵州 唐国锋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26 贵州 向林辉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

227 贵州 杨猛 黔西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

228 贵州 彭璞 铜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29 贵州 罗国友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30 贵州 付俊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科目A

231 云南 洪雪影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32 云南 金云海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A

233 云南 刘银燕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234 云南 卯翟 昭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235 云南 杨汶泽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36 云南 熊云福 文山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科目B

237 云南 杨帅 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科目A

238 云南 李骥兴 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239 陕西 王翰文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240 陕西 李文婷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科目A

241 陕西 杨兵 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242 陕西 贺飞龙 陕西省渭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43 陕西 徐立博 渭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44 陕西 艾聪 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45 陕西 杨博 陕西省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46 陕西 胡潇 渭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

247 陕西 丁通 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

248 陕西 崔增林 铜川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249 陕西 刘征 陕西省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250 陕西 隽发祥 陕西省特种设备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251 甘肃 展学辉 白银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252 甘肃 王国威 武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53 甘肃 吉文浩 武威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54 甘肃 徐小霞 平凉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255 青海 郭峰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56 青海 陈晋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57 青海 李阳川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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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青海 曹珂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59 青海 刘洋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

260 青海 刘阳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

261 宁夏 余凯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262 宁夏 何翔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中卫分院 科目A,科目B

263 宁夏 陈磊 宁夏机电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所 科目A

264 宁夏 马超 宁夏回族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265 新疆 沈红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B

266 新疆 吴忠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科目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