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北京 韩春龙 北京诚聚成电力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2 北京 王磊 北京国电电科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3 北京 夏立明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开卷

4 北京 纳日苏 国电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有限公司 闭卷

5 北京 闫伟良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华北电力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开卷,实操

6 北京 王冲 宁夏鲁银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7 天津 鞠仕 江苏茂华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8 天津 谢晶晶 江苏亚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闭卷

9 天津 董艳冲 深圳中海油服深水技术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0 天津 张重阳 天津石化装备研究院（天津海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1 天津 常绪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华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操

12 天津 杜刚 天津市宏发无损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操

13 天津 崔吉海 天津市宏发无损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操

14 天津 王瑞瑞 天津市环宇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15 天津 李鑫 天津市首通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6 天津 琚宝亮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开卷

17 河北 祝庆勋 东光县鼎鑫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8 河北 杨红伟 河北华建检测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开卷,实操

19 河北 王金瑞 河北华建检测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开卷

20 河北 雷志鹏 河北省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院 开卷,实操

21 河北 郑晨光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闭卷

22 河北 宋爱国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检测监督评价中心 开卷

23 河北 田凤哲 中油宝世顺%28秦皇岛%29钢管有限公司 闭卷

24 山西 王海全 晋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闭卷

25 山西 殷杰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26 内蒙古 鲁前兵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开卷

27 辽宁 刘洋 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开卷

28 辽宁 杨楠 大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闭卷,开卷

29 辽宁 李露露 大连信之恒金属焊接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30 辽宁 尤洪川 抚顺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实操

31 辽宁 宋振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闭卷

32 辽宁 孙姣 锦州渤海特种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开卷

33 辽宁 宋亮 锦州渤海特种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34 辽宁 李明 锦州建安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闭卷,实操

35 辽宁 孙毅 辽宁东科电力有限公司 开卷

36 辽宁 董伟 辽宁东科电力有限公司 闭卷

37 辽宁 薛鹏 辽宁美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操

38 辽宁 沈佳 辽宁兴科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附件1-2：参加2019年磁粉检测（MT）Ⅲ级人员资格考核补考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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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辽宁 李华 盘锦辽河油田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40 辽宁 郜宪风 盘锦中瑞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41 辽宁 刘彦斌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42 辽宁 高素洁 沈阳市益达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43 辽宁 李健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闭卷,实操

44 辽宁 尹润朋 特检协会未知单位 闭卷

45 辽宁 刘洪钊 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大连分公司 闭卷,实操

46 辽宁 刘刚 中国二三公司 闭卷,开卷

47 辽宁 宁克冰 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 闭卷

48 吉林 尹健 大唐东北电力试验研究所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49 吉林 田荣达 吉林省博瑞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50 吉林 王念文 吉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开卷,实操

51 黑龙江 孙丽娟 大庆建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52 黑龙江 郑启文 哈尔滨焊接研究院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53 黑龙江 张静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闭卷

54 上海 袁智勇 上海船舶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55 上海 丁晓滢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56 上海 宋春杰 上海石化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57 上海 孙潇杨 上海石化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58 江苏 张杰 倍德力能源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闭卷

59 江苏 顾帮红 江苏民诺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60 江苏 蒋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闭卷,实操

61 江苏 马新飞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开卷

62 江苏 芮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闭卷

63 江苏 王萍 江苏中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64 江苏 刘永胜 江阴船舶技术测量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65 江苏 周乃勇 溧阳市天衡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66 江苏 狄倩 溧阳市天衡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67 江苏 花星 南京华建工业设备安装检测调试有限公司 实操

68 江苏 章超 南京金建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69 江苏 邢玉财 南京瑞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70 江苏 赵鹏 南京英派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开卷

71 江苏 陈锋 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72 江苏 杜佳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73 江苏 赵世雷 太仓优尼泰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74 江苏 李楠 泰州市诚安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75 江苏 宋晓彤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开卷

76 江苏 李彪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闭卷,实操

77 江苏 李铭晶 宜兴市万盛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开卷

78 江苏 严双 镇江旭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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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浙江 夏临明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闭卷,实操

80 浙江 孟震 嘉兴市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81 浙江 刘跃宗 宁波恒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82 浙江 杨庆乐 宁波明峰检验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闭卷

83 安徽 葛涛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开卷

84 安徽 苏峥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开卷

85 安徽 刘建生 安庆市众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

86 安徽 宁米彦 安庆市众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87 安徽 邓鲲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实操

88 安徽 卫军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闭卷

89 安徽 董西慧 马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闭卷,实操

90 安徽 许昌 无锡市弘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91 安徽 吴凯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实操

92 福建 修兴和 福建三明中安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实操

93 福建 黄志鹏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闭卷

94 福建 魏立镜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闭卷

95 江西 李文亮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闭卷

96 江西 钟远 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 闭卷,实操

97 山东 卢家宝 北京亚力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卷

98 山东 王国亮 德州宏宇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99 山东 纪建林 东营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开卷

100 山东 杜运良 法利嘉航检验（深圳）有限公司 开卷

101 山东 李涛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02 山东 王承虎 青岛现代锅炉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03 山东 焦光伟 山东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104 山东 苏庆彬 山东汇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105 山东 陈国山 山东金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06 山东 王栋 山东诺顿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107 山东 邵帅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威海分院 闭卷

108 山东 宋海涛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实操

109 山东 马千晓 山东同新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开卷

110 山东 龙绒蓉 山东伍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闭卷

111 山东 孙增广 山东鑫旭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12 山东 刘程杰 山东中和热工科技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13 山东 赵海明 胜利油田科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闭卷,开卷

114 山东 李建鹏 胜利油田特种设备检验所 开卷

115 山东 唐鲁峰 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16 山东 任新民 淄博圣通机械有限公司 实操

117 河南 薛会芳 北京亚力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18 河南 李明会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闭卷,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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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河南 郑丽娜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安阳分院 闭卷,开卷

120 河南 吕印奇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新乡分院 开卷

121 河南 刘立 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站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22 河南 王俊霞 河南豫电安装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实操

123 河南 刘红星 河南豫电安装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闭卷

124 河南 饶建平 河南中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25 河南 吴琼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实操

126 河南 蔡浩 上海鹰扬智能工程公司 开卷,实操

127 河南 刘文生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开卷

128 河南 贾少威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开卷,实操

129 湖北 胡冲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闭卷

130 湖北 李宏伟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闭卷,开卷

131 湖北 黄锴 荆门市金石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32 湖北 梅雄伟 武汉市德华测试工程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33 湖北 王磊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闭卷

134 湖北 刘彪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闭卷

135 湖北 黄志镕 武汉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闭卷

136 湖北 彭舒婷 武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闭卷,实操

137 湖北 陈江林 宜昌华兴化工装备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38 湖南 赵启刚 湖南汇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39 湖南 姜孟秋 湖南长达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开卷

140 湖南 许德斌 岳阳英派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实操

141 湖南 廖杰 长沙国安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142 广东 徐能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闭卷

143 广东 朱鹏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开卷,实操

144 广东 林根栋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开卷,实操

145 广东 陈忠 广州市利湾石油化工管道配件厂有限公司 闭卷

146 广东 聂勇 深圳市诚锦鹏实业有限公司 闭卷

147 广东 李少飞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

148 广东 金玉浓 深圳市中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49 广东 乔石 中设（深圳）设备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卷

150 广东 刘权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实操

151 海南 吴祖利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 实操

152 四川 王进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闭卷

153 四川 王进忠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开卷

154 四川 曾德文 德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闭卷,开卷

155 四川 何秋宏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闭卷

156 四川 郭建东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开卷

157 四川 杨涛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58 四川 景卫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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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四川 汪健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160 四川 余跃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闭卷,开卷

161 四川 朱德超 四川新亚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62 四川 明登会 自贡德清锻业制造有限公司 闭卷,实操

163 四川 李勇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开卷,实操

164 重庆 丁晨耘 重庆赛迪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闭卷

165 贵州 田忠国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166 贵州 张正保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67 云南 孙晋明 云南电力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闭卷,开卷

168 云南 李建平 云南宏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169 西藏 扎西平措 西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闭卷,实操

170 陕西 王攀涛 番禺珠江钢管（珠海）有限公司 开卷

171 陕西 王新亮 广东大长安检测有限公司 实操

172 陕西 何鹏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闭卷,开卷

173 陕西 唐明鹤 陕西天源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

174 陕西 张占霞 陕西西宇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75 陕西 李强 西安兵器工业特种设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实操

176 陕西 尚汉青 西安摩尔石油工程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 开卷

177 陕西 岳新艳 西安未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卷

178 陕西 李吉利 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开卷

179 甘肃 刘永涛 甘肃君立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闭卷,开卷

180 甘肃 王玉琛 酒钢集团酒泉天成风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开卷

181 甘肃 张中利 南京华中检测有限公司 开卷,实操

182 青海 孙轩 青海华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闭卷,开卷

183 青海 童世合 青海省特种设备检验所 闭卷,实操

184 新疆 张长庚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闭卷

185 新疆 贾睿 乌鲁木齐锅炉总厂安装维修公司 闭卷,开卷

186 新疆 刘琪 新疆建成检测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闭卷,开卷

187 新疆 陈小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闭卷,开卷

188 新疆 别尔兰·贾纳依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实操

189 新疆 马晓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开卷

190 新疆 王琨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实操

191 新疆 周凯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闭卷

192 新疆 李绪民 湛江宏远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开卷

193 新疆 田野 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西部分公司 实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