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1 北京市 陶业成 国电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有限公司

2 北京市 季昌国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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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北京市 任吉超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 天津市 李振华 河北巨邦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 天津市 赵远 宁波恒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 天津市 贾震 天津诚信达金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 天津市 宋逵 天津诚信达金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9 天津市 陈勇
天津石化装备研究院（天津海泰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10 天津市 张瑞 天津市思维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 天津市 钟冉 天津市星宇达钢管有限公司

12 河北省 李明 河北方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3 河北省 张芳 河北联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 河北省 张国超 河北联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 河北省 田友明 秦皇岛和平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16 山西省 苏瑞 山西科视检测有限公司

17 山西省 商允忠 中测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18 辽宁省 宋振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9 辽宁省 孙姚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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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辽宁省 张竞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1 辽宁省 曾凡勇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2 辽宁省 宫跃兵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3 辽宁省 史保军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4 辽宁省 李铁树 盘锦辽河华宇无损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5 辽宁省 徐优 盘锦中瑞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6 辽宁省 许珊珊 沈阳一佳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7 辽宁省 高嵩 中广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8 上海市 张雪峰 上海宝化国立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29 上海市 王磊 上海派普诺管道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 上海市 李文俊 上海石化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1 上海市 蔚道祥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32 江苏省 刘亦扬 化学工业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3 江苏省 李兆太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34 江苏省 陈锋 上海同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35 江苏省 王修富 苏州电力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36 江苏省 周宇 苏州电力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37 江苏省 李彪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38 江苏省 赵磊 中广核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附件1-1                   ECT-Ⅲ初次取证人员名单

39 浙江省 陈杰鹏 宁波恒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40 浙江省 胡利晨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1 浙江省 许波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2 浙江省 徐佳兴 宁波市镇海甬安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43 浙江省 杨忠宇 宁波市镇海甬安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44 浙江省 朱镇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浙江省 应仙明 浙江无损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6 安徽省 郝冬生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7 安徽省 任余豪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8 安徽省 徐境阳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9 安徽省 胡国宏 安徽三兴检测有限公司

50 安徽省 王中亚 大唐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51 安徽省 梁春雷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特种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

52 安徽省 钟文清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特种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

53 江西省 黎艳兵 江西华航检测有限公司

54 江西省 袁胜文 江西立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5 江西省 张龙 江西立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6 山东省 徐玉雪  青岛持恒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7 山东省 陈新波 青岛脉科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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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山东省 袁英民 青岛脉科检测有限公司

59 山东省 刘相伟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潍坊分院

60 河南省 刘南南 河南日盛综合检测有限公司

61 河南省 牛永吉 河南豫电安装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62 河南省 王一博 郑州华龙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63 湖南省 周梦保 湖南省湘电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64 湖南省 赵远军 苏州电力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65 广东省 蒋石林 广东大长安检测有限公司

66 广东省 刘洋 广东电研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67 广东省 潘云中 广州科元工业设备安装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8 广东省 宫俊芳 广州帕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9 广东省 郭帮康 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

70 广东省 欧阳星星 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

71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刘继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2 重庆市 陈方杰 重庆奥林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73 重庆市 朋望程 重庆奥林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74 重庆市 韦会洪 重庆奥林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75 重庆市 周竑源 重庆奥林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76 重庆市 邓君红 重庆鹏程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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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四川省 王超 四川德源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78 四川省 齐昌超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与技术监督研

究院

79 云南省 胡宇路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80 陕西省 苗德山 陕西长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81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冯驰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8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吴焕利 山东鲁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马冀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工程设备监督检测

中心

84 黑龙江省 慈维霞 哈尔滨泰斯特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85 黑龙江省 任来志 哈尔滨泰斯特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