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王勇 安徽安鑫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 孙旭东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3 张潇洒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4 唐朋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5 杜平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6 江龙飞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7 周文俊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8 谷继傲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9 杨新宇 安徽方元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0 卜子豪 安徽建宇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 张香宇 安徽铭达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2 马钰 安徽省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3 杨康 安徽省鼎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4 董燕涛 安徽省鼎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5 徐光 安徽省鼎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6 梁佰强 安徽省鼎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7 史朝申 安徽省鼎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8 陈晨 安徽省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9 杨强楠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20 芦飞飞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21 张祥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22 方勇 安徽省元一建筑机械检验检测公司

23 左文卿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4 欧俊杰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5 朱家宏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6 石国毅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7 张耀东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起重机械检验员（QZ-1）初次取证名单

参加2020年起重机械检验员、检验师资格考试（含补考）名单（安徽）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丁外洋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9 孙康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30 石雨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31 姜仁杰 安徽苏瑞电梯安全服务有限公司

32 王世庆 安徽泰马兰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3 苏敏 安徽特丰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4 张福安 安徽天建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5 乔缪锐 安徽天筑检测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6 陈伟 安徽天筑建筑机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7 罗授仓 安徽天筑建筑机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8 叶启兴 安徽天筑建筑机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9 耿超 安徽毅立泰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0 曹煜 安徽元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1 周韶阳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2 张磊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3 张家华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4 吴永超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5 谷明风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46 郭巍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47 张警汛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48 闻和 蚌埠特种设备监督与检验中心

49 葛世康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0 蒋硕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1 盛野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2 韩飞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3 郭震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4 徐康康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5 郝戗戗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56 袁高峰 合肥华义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7 慈剑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8 朱伟健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59 金世贵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60 薛亮 黄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1 孙建国 黄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2 戴芝霞 江苏永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3 陈保龙 江苏永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4 李林 六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5 何金保 马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6 张鑫 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7 陈彤 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8 林星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69 鲁先海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70 刘名宇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黄鹏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 陆晓天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3 欧阳磊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4 王文玉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A

5 余宏润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 朱云航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7 陈彬彬 安徽方元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8 高磊 安徽方元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9 何泉 安徽宏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0 徐德义 安徽省鼎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11 查道鹏 安徽省方圆特种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2 陈玄 安徽省方圆特种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3 钱伟 安徽省方圆特种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4 唐周智 安徽省方圆特种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5 徐敬茹 安徽省方圆特种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科目B

16 许炎安徽省方圆特种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45号科目A

17 李东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科目B

18 柳东 安徽省元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9 高在东 安徽天建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20 韩超 安徽天筑建筑机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1 姜宏滔 安徽毅立泰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2 卢再报 安徽毅立泰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23 范仲兵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B

24 李佳鹏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B

25 盛立武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B

26 王帅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27 何继光 安徽中安建筑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8 王鸣勇 安徽中安建筑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员（QZ-1）资格考试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29 胡洋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B,科目C

30 邹正辉 滁州市特种设备检测检验中心 科目B

31 赵长青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

32 姚成 六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C,科目B

33 赵金鑫 六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C,科目B

34 李杨 马鞍山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B,科目C,科目A

35 王佃报 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B

36 王伟 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B

37 谢易辰 宿州市建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38 蔡然 宿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B,科目C

39 荆卫锋 安徽鑫和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40 王容宽 六安宏图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王庆 安徽安鑫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 尚星成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3 盛力智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4 刘畅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5 姚强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6 姚强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7 陈强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8 王政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9 苏琦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0 方咫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1 蒋雨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2 王康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3 袁思远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4 郑男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5 徐焱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6 朱亚栋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17 董宏广 安徽天筑建筑机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18 陈亮 安徽天筑建筑机械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19 汪陈凯 安徽中安建筑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0 郝超 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1 杨飞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2 张期波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3 陈明锋 阜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4 吴文超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25 马超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26 许伟 合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7 叶传华 合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28 陈理 淮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9 王玉柱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30 刘强 芜湖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31 李海涛 宿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刘鹏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

2 钱雷 安徽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

3 胡多宇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科目E

4 王乐伟 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科目F

5 喻会 安徽中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E

6 余小飞 安庆鼎弘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7 李进 安庆润太建筑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G,科目F

8 江亚 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F

9 黄俊松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G

10 王昊 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G,科目F

11 董甫华 淮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F,科目G

12 刘洋 淮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F

13 王健 六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F

14 张春玲 宿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E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