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1 北京 王新征 北京首钢气体有限公司

2 河北 武子宁 河北博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 河北 王丽杰 文安县德辰商贸有限公司

4 河北 陈永齐 文安县德辰商贸有限公司

5 河北 张宪秋 文安县德辰商贸有限公司

6 河北 李敏静 文安县德辰商贸有限公司

7 河北 黄保健 辛集市海顺气体有限公司

8 河北 李佳 辛集市海顺气体有限公司

9 河北 李超 邢台特瑞普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 山西 白丽娟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 山西 徐志权 山西爱芳消防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12 山西 寇爱芳 山西爱芳消防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13 山西 阴雨 文水县吉宏达公司

14 山西 王利强 文水县吉宏达公司

15 山西 梁俊杰 文水县吉宏达公司

16 山西 王明明 榆林鑫鑫天然气设备有限公司

17 内蒙古 许维庭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8 内蒙古 额尔敦布和 锡林郭勒盟特种设备检验所

19 辽宁 马永鑫 锦州鑫德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 辽宁 何海滨 锦州鑫德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 吉林 栾英 长春一汽四环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22 吉林 刘治田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3 黑龙江 孙佳楠 哈尔滨交通集团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24 黑龙江 尤国辉 哈尔滨洲亚压力容器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5 黑龙江 宋宇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26 黑龙江 徐月玲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27 黑龙江 林勇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28 黑龙江 朱丹丹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29 黑龙江 许宝华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30 上海 季学东 上海宝山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31 江苏 苏硕添 常州中新气体有限公司

32 江苏 陆铭杰 江苏省启东市合安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33 江苏 厉德健 梅塞尔气体产品（南京）有限公司

34 江苏 余林 梅塞尔气体产品（南京）有限公司

35 江苏 李小龙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36 江苏 李东生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37 江苏 刘建飞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38 江苏 陆唯宇 苏州中航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39 江苏 杨栋梁 苏州中航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40 江苏 刘路生 苏州中航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41 江苏 马志宏 盐城市大丰区丰氧气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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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江苏 刘大志 盐城市大丰区丰氧气体制造有限公司

43 江苏 单永明 盐城市大丰区丰氧气体制造有限公司

44 浙江 金磊 宁波公运特种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45 浙江 郑凯 衢州迎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6 浙江 姜嘉庆 衢州迎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7 浙江 李超 余姚市汇巨化工有限公司

48 浙江 方赤 余姚市汇巨化工有限公司

49 浙江 李表 余姚市汇巨化工有限公司

50 安徽 凡奇 安徽国志能源 有限公司

51 安徽 张抗战 安徽国志能源有限公司

52 安徽 郭高攀 安徽国志能源有限公司

53 福建 徐雄伟 福安市九环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54 福建 黄雪清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55 福建 刘庆龙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制氧车间

56 福建 谢世昌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57 江西 林宇轩 江西省富友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58 江西 罗珊 江西省富友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59 江西 罗赛赛 江西省富友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60 江西 周世玉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九丰燃气有限公司

61 江西 刘先海 于都九丰燃气有限公司

62 江西 孙滨 于都九丰燃气有限公司

63 山东 段浩军 济南恒泰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64 山东 张意 济南恒泰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65 山东 王吉同 济南恒泰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66 山东 季建 济宁协力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67 山东 刘福军 青岛海玉乙炔有限公司

68 山东 赵苹苹 山东恒福绿洲新能源有限公司

69 山东 王宗涛 寿光市雄风气体有限公司

70 山东 杨光 寿光市雄风气体有限公司

71 山东 张昊 无

72 河南 王中豪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3 河南 杨茂强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4 河南 银延蛟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5 河南 文春溪 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6 河南 尹海卿 洛阳市星瑞气体有限公司

77 河南 李承恩 南阳市瑞源气体有限公司

78 河南 梁健 南阳市瑞源气体有限公司

79 河南 卫大帅 南阳市瑞源气体有限公司

80 河南 牛雪松 南阳市瑞源气体有限公司

81 湖北 瞿国凯 恩施州嘉贝钢瓶检测有限公司

82 湖北 黎聪 湖北金火焰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83 湖北 冯志鹏 湖北金火焰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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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湖北 周学贵 十堰和远气体有限公司

85 湖北 陈英杰 十堰和远气体有限公司

86 湖南 胡大中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娄底分院

87 湖南 易显平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岳阳分院

88 湖南 曾奇勇 永州市华兰钰兴气体有限公司

89 湖南 刘钰 永州市华兰钰兴气体有限公司

90 广东 叶帝江 东莞市高能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91 广东 李朝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92 广东 朱维浩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尾检测院

93 广东 黄小书 广州市华诺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94 广东 张龙亭 江门华宇钢瓶检验有限公司

95 广东 雷玉明 四会市场超盈气体有限公司

96 广东 钟润德 四会市超盈气体有限公司

97 广东 欧尚球 四会市超盈气体有限公司

98 广西 张福霖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99 四川 周玉林 乐山铁源气体制造有限公司

100 四川 乾伦 雷维尔压缩机（成都）有限公司

101 四川 曹应携 绵阳市公交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2 四川 谢金 绵阳市公交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3 重庆 罗洋 重庆市南川区朝阳氧气站

104 重庆 向江焱 重庆市南川区朝阳氧气站

105 重庆 晏平 重庆市南川区朝阳氧气站

106 陕西 朱培荣 宁夏金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07 陕西 王锐 陕西慧安石油化工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8 陕西 翟庆城 陕西慧安石油化工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9 陕西 张伟 陕西赛美格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0 陕西 刘时 陕西省石化压力容器检验站

111 陕西 王磊 陕西盛邦赛福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12 陕西 谭静 陕西盛邦赛福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13 陕西 康增利 陕西盛邦赛福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114 陕西 王冬冬 陕西杨凌峰昊气瓶检测有限公司

115 陕西 韩少曦 咸阳帝王液化气有限公司

116 陕西 郑超卷 咸阳帝王液化气有限公司

117 陕西 李巧玲 榆林市鑫曙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8 陕西 张巧英 榆林鑫曙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9 陕西 刘怀林 榆林鑫曙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0 陕西 李华 榆林鑫曙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1 陕西 王镇 榆林鑫曙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2 陕西 黄喜燕 榆林鑫曙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3 陕西 马慧军 榆林鑫曙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4 陕西 刘永强 榆林鑫鑫天然气设备有限公司

125 甘肃 李嘉豪 甘肃省酒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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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青海 曹军峰 青海油田特种设备检验所

127 宁夏 王凯 宁夏金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28 宁夏 朱子惠 宁夏金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29 宁夏 李明远 宁夏金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30 新疆 杨雄 巴州宏德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1 新疆 陈亚鹏 巴州宏德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2 新疆 张万祥 巴州宏德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3 新疆 刘瑶 石河子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34 新疆 王泽焜 石河子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35 新疆 木扎帕尔·巴哈依丁 新疆吐鲁番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136 新疆 任芳 伊犁萌晟商贸有限公司

137 新疆 李娜 伊犁萌晟商贸有限公司

138 新疆 陶永忠 伊犁萌晟商贸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