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 安徽 陆晓天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2 安徽 朱云航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3 安徽 傅勇 安徽宏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 安徽 邢建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5 安徽 高松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6 安徽 蒋祥东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7 安徽 朱忠旭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8 安徽 项学品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9 安徽 高梦龙 阜阳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0 福建 李林凇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宁德分院

11 甘肃 何天昭 庆阳市同兴职业培训学校

12 广东 谢良东 东莞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13 广东 邓晓铭 东莞市正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4 广东 钟应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15 广东 谭淇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16 广东 温宝贤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17 广东 谢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18 广东 禹灿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19 广东 黄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0 广东 陈家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1 广东 罗佳伦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22 广东 梁鹤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3 广东 郭锐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4 广东 吴粤聪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5 广东 邱子航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6 广东 曾志豪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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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广东 蔡贤俊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8 广东 方志豪 广东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29 广东 袁冬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0 广东 杨邦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1 广东 刘桂明 清远市华信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32 广东 许国杰 清远市清源施工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33 广东 苏元生 深圳市华升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34 广西 陆金辉 百色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35 广西 赖泽朋 广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36 广西 陆登瑞 广西欣和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7 广西 黄陈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38 广西 甘红稳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桂林分院

39 贵州 邓贵先 贵州九鸿检测有限公司

40 海南 贾增讲 海南浩铭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1 海南 黎方志 海南浩铭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2 海南 陈树文 海南浩铭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3 海南 秦伟 海南浩铭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4 海南 陈太业 海南浩铭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5 海南 陆韦 海南质安桥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6 河南 张泽辉 河南力合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7 河南 肖亚冰 河南力合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8 河南 王梦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公司

49 河南 吴松 河南省权衡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0 河南 梁博 河南省权衡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1 河南 赵郑天 河南省权衡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2 河南 王琨 河南省权衡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3 河南 牛鹏程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开封分院

54 河南 李帅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开封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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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河南 耿靖涵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56 河南 王田鹏 河南省中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57 湖北 曾勇 湖北宏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58 湖北 高伟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恩施分院

59 湖北 王淼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冈分院

60 湖北 吴超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冈分院

61 湖北 林吉政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黄冈分院

62 湖北 焦方婧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天门分院

63 湖北 刘明 湖北星煌建筑工程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4 湖南 徐加雄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65 湖南 魏源村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66 湖南 成先松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7 湖南 田卓明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8 湖南 胡辉辉 湖南瑞欣建筑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69 湖南 张申泉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张家界分院

70 湖南 梁珂珲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张家界分院

71 湖南 孙航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张家界分院

72 湖南 龚伦余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张家界分院

73 湖南 王鸿明 湖南正华公司

74 江苏 蒋杰 常州百盛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75 江苏 张小闯 江苏鼎都检测有限公司

76 江苏 李静 江苏鼎都检测有限公司

77 江苏 朱士松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78 江苏 张文波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79 江苏 徐中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0 江苏 张子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1 江苏 马家明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2 江苏 杭天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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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江苏 朱瑞银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4 江苏 顾维民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85 江苏 陈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淮安分院）

86 江苏 彭振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淮安分院）

87 江苏 胡旭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淮安分院

88 江苏 袁仁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淮安分院

89 江苏 龚留留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淮安分院

90 江苏 王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淮安分院

91 江苏 吴超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吴江分院

92 江苏 李超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镇江分院

93 江苏 陈鹏 连云港市先至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94 江苏 马源徽 南京海天检测有限公司

95 江苏 黄金宝 南京市保城气瓶检验有限公司

96 江苏 曹远承 扬州市建宁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97 江西 赵俊中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98 江西 王聪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9 江西 胡熙盈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0 江西 邹圆顺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1 江西 杨彬彬 江西蓝光建筑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2 山东 陈虎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3 山东 钟瑞建 德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04 山东 程琳 德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05 山东 张俊 山东安邦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6 山东 接金玉 山东安创设备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107 山东 贾继镇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8 山东 郭波 山东安创设备检测就是有限公司

109 山东 姜金磊 山东博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10 山东 杨士成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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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山东 王希瑶 山东光大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2 山东 鞠玉政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13 山东 赵帅帅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14 山东 张金峰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15 山东 王亚宁 山东国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16 山东 程秀强 山东瀚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7 山东 宋龙 山东建特安全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118 山东 杜光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19 山东 丁胜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聊城分院

120 陕西 苏治敏 陕西建安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1 陕西 王俊 西安市特种设备检疫检测院

122 陕西 冯丹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23 陕西 李鹏勃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24 上海 沈俊 上海海福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25 上海 钱小兵 上海市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第一审核认证中心

126 上海 李双杰 上海市松江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27 四川 何坤城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28 四川 黎波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29 四川 王茂炜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0 四川 朱赖林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1 四川 丁永光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132 四川 宋小良 四川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3 四川 于章 四川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4 四川 胡洸荣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5 四川 冯严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6 四川 袁帅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7 西安 李国超 和安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138 新疆 李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139 新疆 刘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40 云南 朱兴隗 云南建工集团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41 云南 贺文军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142 浙江 霍皖苏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43 浙江 裘靓莹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144 浙江 叶涛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45 浙江 董爽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46 浙江 王天晨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47 浙江 吴宗光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48 浙江 李晖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149 浙江 徐海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150 浙江 高宽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