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王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2 崔冯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南通分院

3 孟庆员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吴江分院

4 朱洪兵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5 张乾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6 倪同政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7 刘祥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8 张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9 张邦林 江苏永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 王忠旭 江苏永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 邵旭东 江苏永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 范健进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3 叶林君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4 杨斌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5 金鑫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6 郑伟伟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7 魏旭东 酒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8 关玉堃 酒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9 孙雷 连云港市先至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0 李杨 马鞍山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1 戚锦浩 宁波市建工检测有限公司

22 沈晟 宁波市建工检测有限公司

23 马科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4 邓星海 萍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5 马涛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6 徐建华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7 武秀栋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8 李柯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9 张健毓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0 王洋洋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1 谭晓勇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2 高赛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3 阎东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34 方胜辉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35 王永可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36 任洪岩 山东百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7 张海勇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8 孙庆岭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9 李绍民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0 胡文龙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附件1

        参加2019年第一期起重机械检验员（QZ-1）资格考核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41 康陕军 陕西浩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2 何立成 上海市松江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3 陈力修 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4 张寒博 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5 杨伦 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6 王子鉴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7 王平安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8 黄龙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49 田德强 新疆兵团特种设备检验研究中心

50 李合俊 新疆华通标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1 李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种设备检验研究中心第二师检验所

52 刘凯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种设备检验研究中心第二师检验所

53 王继民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 宿豪梁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5 周冠屹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6 廖启祥 盐城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57 卢羿州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58 曾界 中山市麓创建设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59 阳宝元 中山市麓创建设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60 胡涵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61 沈磊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62 徐川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63 陶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

64 张旋 安徽省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5 王鸣勇 安徽中安建筑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66 何继光 安徽中安建筑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67 刘兴试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68 赵文鹏 昌吉回族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69 邹正辉 滁州市特种设备检测检验中心

70 王工兵 德州市产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71 刘伟强 德州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72 梁子恒 佛山市顺德区海磐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73 陈佳丽 抚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74 乔恩波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75 翟鹏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76 朱学亮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77 杨冬琴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8 王承绩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9 朱俊光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80 肖作兴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81 张胜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82 范凯文 赣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83 曹弼钊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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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苏华国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85 黎志坚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86 邱瑞聪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 王庆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88 陈佳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89 林荣金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90 蔡希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尾检测院

91 黄铮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92 刘海鑫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93 王鹏飞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94 王伟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95 方志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96 乔亚宁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惠州检测院

97 厉友文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8 陈昱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桂林分院

99 付俊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0 刘玻麟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1 何茂勇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2 胡洪财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3 雷奥星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4 李贤均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5 徐平升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6 邹松佐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07 潘俊臣 海南质安桥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8 李盈泽 和田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09 宋相康 河南精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0 李坤坤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公司

111 胡绍涛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信阳分院

112 刘朋帅 河南省中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13 田伯虎 菏泽和安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14 王润昌 菏泽和安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15 邓朋 菏泽和安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16 张兵 湖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潜江分院

117 郑云鹤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18 柯承林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19 田亮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20 李德山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21 王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常熟分院）

122 李斯维 湖南建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3 欧阳明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测所

124 聂子凯 湖南建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5 吴跃林 湖北斯安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26 孙志超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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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高东阁 山东晨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8 陈长义 湖南建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29 冯川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荆州分院

130 徐驰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1 李永康 江门市特检院

132 陈举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33 高新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34 马修国 佛山市三水区环城建筑机械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35 秦富豪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36 桑国龙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37 罗超劲 广东开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8 曾钟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39 蔡佳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40 陈超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41 何俊延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42 麦伟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43 梁耀耀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144 罗盛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145 郑新兴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146 敖乔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147 林晓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148 陈政云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149 何文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150 杨朝铄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