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程东明 /

2 郭秀文 /

3 李俊 /

4 李明双 /

5 李沛其 /

6 刘丽彩 /

7 陈勋师 东莞市虎门机械厂

8 唐云峰 东莞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9 张伯强 东莞市骏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10 孙丰勇 东莞市中达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1 叶辉锟 东莞誉顺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2 赖聪 佛山市禅城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站

13 张勇鑫 佛山市信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 黄亮 佛山市信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 梁峻滔 佛山市信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6 任国滨 佛山市信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7 郭浩翔 佛山信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 李健雄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19 潘龙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20 苏湘云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21 魏文卓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22 徐美东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23 宋建霖 广东惠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4 陈嘉俊 广东麓创检测有限公司

25 柯福鑫 广东麓创检测有限公司

26 卢绪添 广东麓创检测有限公司

27 区海伦 广东麓创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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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谢尚裕 广东麓创检测有限公司

29 陈锦彬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30 付传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31 郭从红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 牛文瀚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 武方方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 程景胜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5 蔡世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36 陈钦鸿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37 唐念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38 许肇烨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39 曾子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40 陈绪荃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41 李哲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42 秦超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43 邹志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44 谭嘉俊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45 郑子锐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46 黄海京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茂名检测院

47 李导宁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梅州检测院

48 李明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梅州检测院

49 蔡佳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50 曾钟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51 何俊延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52 李铭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53 梁耀耀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54 麦伟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55 苏志恒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56 蔡学宣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7 陈崇勋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58 尤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59 郑永坤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60 李泽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61 刘卓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62 刘阳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63 缪志威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64 宋剑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65 吴培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66 唐豪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67 谢培周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68 尤咫天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湛江检测院

69 陈嘉枢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70 陈乐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71 石伟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72 唐显铭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73 叶振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74 钟文轩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75 林敏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76 郑战士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77 李乐飞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78 梁卓成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79 刘德阳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80 宋文韬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81 吴俊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82 乔亚宁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惠州检测院

83 彭春阳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珠海检测院

84 李泽 广东省特种设备研究检测院梅州检测院

85 刘国席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86 张伟东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87 向必祥 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8 张举熙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89 张汝标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90 潘保平 广东长城电梯有限公司

91 李晨阳 广东正和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2 郑常新 广东正和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3 李佳蔚 广东正和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94 窦欢 广东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95 王俊 广东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96 邱阳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97 黄雪云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8 蒋耀豪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9 林长健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0 刘树波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1 袁少华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2 贾飞 广州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03 向清海 广州市盛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04 李嘉华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105 俞希涛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106 陈镇宇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107 郭阳成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108 何贤杰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109 谈浩辉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110 胡毅伟 河南工业大学

111 燕翔 鹤山市建设工程检测质量检测中心

112 刘俊宇 惠州宏胜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3 时威 惠州宏胜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14 陈志滔 惠州隆泰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15 林阳威 惠州隆泰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16 黄锦煌 惠州市长鑫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17 林景挥 惠州市长鑫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18 甘志华 梅州启航电梯

119 向健文 清远市清源施工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20 杨文栋 清远市清源施工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21 王佳龙 山东鲁浙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22 洪享聪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23 郑巍 深圳开仓了科技有限公司

124 陈静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5 黄东源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6 黄鑫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7 马崇明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8 余发波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9 祖春明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0 李清旭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31 陈广郁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2 陈亮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3 刘勇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4 汪义武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5 朱浩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36 谭传奇 深圳市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7 王斌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138 张昱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139 张健东 深圳市通奥电梯有限公司

140 丁浩 深圳远大科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141 黎长风 通力电梯珠海分公司

142 蔡国睿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143 梁洪泽 肇庆市端州区顺安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44 崔敦法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45 郭颖聪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广州项目部

146 黄华 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深圳分公司

147 周玉臣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148 王政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9 廖国邦 中山市东区槎桥旱坑大街7号底层一卡、三楼左侧及四楼左侧

150 池振宇 珠海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1 黄超锦 珠海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2 万帮 珠海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3 伍志辉 珠海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4 黎艺儒 珠海市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5 孙瑞华 珠海优耀贸易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金振东 东莞市东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科目B

2 谢良东 东莞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3 赵后坤 东莞市长发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4 邓晓铭 东莞市正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

5 张亮 佛山起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 区显鹏 佛山市高明区宏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7 区忠贤 佛山市煌鑫业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8 杨庆林 佛山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 科目B

9 李新华 佛山市科衡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10 马修国 佛山市三水区环城建筑机械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11 梁子恒 佛山市顺德区海磐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12 罗定超 佛山市信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3 杨仕正 佛山市信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14 方程 广东鸿骅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5 李浩境 广东惠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16 廖鸿辉 广东惠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17 陈远海 广东开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18 周永锵 广东开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19 欧炽能 广东清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0 白德冠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21 黄文华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22 刘永胜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23 刘志豪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

24 曹弼钊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5 付尧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科目B

26 林晓婷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7 陈慰丹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28 邱瑞聪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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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泽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科目B

30 蓝碧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源检测院 科目A

31 吴敏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源检测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32 钟应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33 鲁智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分院 科目B

34 谭淇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科目B

35 张文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科目B

36 张文耀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科目B

37 潘嘉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分院 科目B

38 邱豫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科目B

39 冯耀樘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40 林荣金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科目A

41 张庆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42 黄铮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科目A

43 王鹏飞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科目A

44 敖乔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科目A

45 罗盛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阳江检测院 科目B

46 何文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科目A

47 杨朝铄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云浮检测院 科目A

48 方志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A,科目B

49 向维伟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B,科目C

50 王梦圆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51 黄思哲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科目A,科目C

52 袁协鑫 广东省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53 冼时谋 广东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科目B

54 叶钊林 广东同辉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55 韦阳远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

56 李桂阳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B

57 赵钊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A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58 阎东 广东正和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59 蔡贤俊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0 曾志豪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1 郭锐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2 黄梓恒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3 林光军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64 林坤成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5 邱子航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66 张俊亮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7 张木齐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8 杨喜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9 张毅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70 李程杨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71 梁杰芳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72 王家幸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73 王琪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C

74 苏钧良 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75 李宜平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76 林嘉健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

77 王彦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78 曾苑 广州中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79 张斌 广州中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80 宋歌 鹤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科目B

81 罗才杰 惠州市鑫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科目B

82 刘庚俊 清远市清源施工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83 蔡小龙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84 曾礼平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85 刘祥录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86 刘志猛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87 王诗程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88 杨应明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89 钟佳琪 深圳科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90 陈国强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91 黄建新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92 陆健敏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C

93 梁洪凡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94 朱国峰 深圳市华升安全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95 黎l广勋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96 李大鹏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97 廖长治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98 杨登波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99 彭烈武 深圳市君科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00 顾勇军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科目C

101 胡生林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科目B

102 田水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103 张春林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104 张展铭 肇庆建监工程安全设备防护用品检测室 科目A,科目B

105 王君 中交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06 邓邹富 中山市麓创建设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107 梁少凡 中山市麓创建设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108 罗石娣 中山市麓创建设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109 张展翅 中山市麓创建设机械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李朝辉 佛山市高明区宏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2 杨春超 佛山市高明区宏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3 陈锐锋 佛山市信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 王志恒 广东惠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 易炳刚 广东精准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 宫禺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7 宋俊敏 广东清实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8 朱延鑫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9 史飞龙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0 蔡培浩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11 苏和锴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12 谢建雄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潮州检测院

13 李国龙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14 赖济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15 潘汉斌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16 区劲辉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检测院

17 冯文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18 郭锦柏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19 林德羽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20 廖志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梅州检测院

21 黄荣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清远检测院

22 陈世武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23 林旭波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汕头检测院

24 李柳强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25 梁建金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26 钟捷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

27 杨振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28 胡飞翔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9 李晓盼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30 唐玺添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

31 陈玉华 广东省肇庆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32 刘锋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3 王杰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34 张瑞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35 赵后美 广东煜祺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36 周雅翔 广东中特检测有限公司

37 罗兆鹏 广东众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8 梁培斌 广州穗监施工机具检测有限公司

39 欧阳可荣 广州穗监施工机具检测有限公司

40 吴泽杰 广州穗监施工机具检测有限公司

41 陈世泽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2 冯伟斌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3 何山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4 江涛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5 刘伟明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6 鲁彬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7 沈炽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8 唐镇尧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49 郑培奖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50 郭挺 惠州隆泰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1 李建忠 惠州市长鑫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2 胡军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3 吴喜民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4 黄浩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5 曹利维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6 韩彬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57 李俊林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8 张玉铎 珠海鉴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汪天平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科目E,科目F,科目G

2 何青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E

3 胡平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E

4 蔡振波 广东省汕尾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F

5 黄德文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科目G

6 赵华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惠州检测院 科目F

7 吴仕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江门检测院 科目E,科目G

8 何永寿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韶关检测院 科目E

9 侯伟枝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科目E

10 李兴华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肇庆检测院 科目E

11 林浩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F

12 卢志坚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F

13 麦锐筠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F

14 张启旻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科目F

15 钱炳坤 广东省肇庆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E,科目F,科目G

16 徐小华 广东同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科目F,科目G

17 邱妙强 广州穗监施工机具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科目G

18 徐辉 广州穗监施工机具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19 贺义峰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G

20 吴坤庭 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F

21 谢恩来 清远市建筑施工安全检测服务中心 科目F

22 刘威 深圳市鼎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23 张淳 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E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