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刘新征 北京市通州区特种设备检验所

2 康硕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3 杨扬 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4 李园园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5 郭俊涵 北京市顺义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6 李洪斌 北京市海淀区特种设备检验所

7 赵伟涵 北京市海淀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8 王伟业 北京市海淀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9 崔超 北京市海淀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0 陈松 北京市海淀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11 李磊 北京中铁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2 孟涛 北京中铁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3 聂凤志 北京航天特种设备检测发展有限公司

14 夏银益 福建省劳安设备技术开发中心

15 李林凇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宁德分院

16 翁晓东 福建金三洋控股有限公司

17 郑建全 福建金三洋控股有限公司

18 王宝森 福建金三洋控股有限公司

19 方胜辉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20 余祥峰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21 刘文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2 徐子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3 谭淇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24 李世秀 广东省特种设备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25 何慎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26 谢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27 庄河家 广东省特种设备研究院湛江检测院

28 刘亮岐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29 郑晓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揭阳检测院

30 关涛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31 黄超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梅州检测院

32 黄国容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33 赖蕴辉 广东省河源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34 邹智鹏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

35 陈鹏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揭阳检测院

36 刘志波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源检测院

37 尤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38 朱森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39 黎嘉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40 宋剑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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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思超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42 张锦鸿 广东开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3 文学良 广东开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4 唐理红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45 吴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46 许肇烨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47 喻杰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梧州分院

48 秦有智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9 左爱琛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50 王威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51 田景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52 郝炳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53 王占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54 程亚南 河北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55 王啸天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衡水分院

56 魏家轩 衡水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7 韩晓东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58 刘佳明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59 王攀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0 赵坤义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邢台分院

61 王超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2 梁烨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63 李玲娜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64 王亚南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65 朱云青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测研究院商丘分院

66 于爽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67 高敏杰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68 徐彬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69 于凯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0 羡铄媛 黑龙江鼎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71 姜道玺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2 张佳彬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3 马超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4 吴冠男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5 高艳慧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6 吴迪 桦川县特种设备检验所

77 于成龙 安达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78 田枫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79 颜廷舜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80 崔颖冬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技术监督所

81 贺晓文 哈尔滨铁路局质量技术监督所

82 史良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建三江分所

83 揣策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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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王子睿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85 孙健翔 蛟河市顺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86 刘楚东 蛟河市顺达电梯安有限公司

87 杜浩男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88 孙天易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89 姚奇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测检验中心

90 逯敏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91 张义远 无

92 孙逊 丹东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93 孙祺瑞 大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94 李星宇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95 范学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96 张德进 大连市特种设备管理协会

97 杨柳 大连市特种设备管理协会

98 周家欣 大连市特种设备管理协会

99 杨升远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张睿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1 宫大伟 沈阳诚大新生活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2 杨凯川 沈阳诚大新生活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3  汤瑞平 沈阳诚大新生活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4 焦永旭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105 屈原 大连亮宇环境清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6 苏云龙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7 金维友 沈阳市永基泰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8 李晨洋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109 徐伯文 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0 刘洋 乌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1 张郢晟 内蒙古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2 范佳乐 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3 彭丽媛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4 任帅 赤峰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5 邓尧文 内蒙古通辽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6 李炜 朔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7 张立朝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8 武进 山西焦煤集团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19 温慧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20 梁雁飞 朔州市鲲鹏设备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121 巩俊亮 朔州市鲲鹏设备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122 王庆华 天津精正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3 金桐之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24 卢冠雄 金华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25 陈科伟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6 陆凯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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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唐康 金华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28 董爽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29 周浩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0 汪晓明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31 姚小永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32 王俊卿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33 徐华成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4 戴洁强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5 张超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6 王益忠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

137 毛土火 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138 项剑波 金华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39 杨森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0 王峰年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1 何亮峰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142 虞华斌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43 方涵宇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44 杨森鹏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45 俞思宏 宁波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6 何先强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工程有限公司

147 葛泓翔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8 陈向鹏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49 杨辰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50 李仁仁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51 黄巧伟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52 顾轩豪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53 周秀梅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54 宋赟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55 陈建甫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56 钟昊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57 金英 浙江中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8 尹高波 浙江中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9 杨齐捷 浙江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160 陈健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61 董微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62 罗吴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63 罗环 浙江诺比克电梯有限公司

164 杨斌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65 张海燕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66 徐开东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67 吴宗光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68 郎斌鑫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