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孟庆宇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 崔方蕾 得伦特检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3 贾宇行 得伦特检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4 李明震 得伦特检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5 刘静茹 得伦特检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6 聂玉川 得伦特检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7 宋博远 得伦特检测技术服务河北有限公司

8 王鹏飞 河北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服务中心

9 李鹏 河北省特检院张家口分院

10 张长强 河北省特种设备技术检查中心

11 韩晓东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12 董硕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保定分院

13 李子豪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保定分院

14 郝炳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15 刘佳明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16 田景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17 周绍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18 陈彩红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

19 屈立维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

20 杨佳月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

21 郑秀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22 谢华 河北拓奇科技有限公司

23 孙泽 河北亿福安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24 范潇男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25 李林峰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26 刘志杰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27 郄伟华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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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王呈铭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29 王帆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30 杨涛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31 张建明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32 郄海伟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33 史建伟 锦州市三合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34 王子洋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5 袁帅 秦皇岛市鹏凯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6 曾鹏志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37 常皓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38 池国红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39 韩瑞建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0 侯茜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1 黄健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2 靳红星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3 梁博周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4 刘志娜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5 田涛涛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6 王奎义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7 王唯一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8 徐春艳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49 尹圆五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50 张贺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51 张红兵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52 张胜华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53 张洋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54 赵文卜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王鹏飞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 王海林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3 陈猛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4 袁文泽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5 张鹏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6 张贺朴 邯郸市特种设备检验监督所 科目A,科目B

7 常强 河北宏星检测技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8 李占国 河北宏星检测技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9 邵艳峰 河北宏星检测技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0 裴英猛 河北宏星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B

11 陈续天 河北联众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2 刘喆 河北省邯郸市质监局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C

13 贾少辉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查研究院邯郸分院 科目A,科目B

14 赵雪静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保定分院 科目A

15 孙丽颖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承德分院 科目A,科目B

16 安然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17 顾宇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科目B,科目C

18 王雪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科目A

19 王啸天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衡水分院 科目A

20 李志颖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廊坊分院 科目A,科目B

21 李琪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院 科目A,科目B

22 葛小东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科目A

23 汪洋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科目A,科目B

24 杨林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科目A,科目B

25 李玲娜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26 李琪志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27 宋亚萍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28 王亚南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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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峰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B

30 刘毅 河北省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31 赵雄 河北省特种设备阶段教育研究院唐山分院 科目A,科目B

32 王伟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

33 钱冯强 河北特检院唐山分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34 陈志豪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35 吕海涛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B

36 唐超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B

37 魏家轩 衡水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38 高飞 廊坊市龙亚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39 刘近浩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40 杨家毅 廊坊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A

41 王玉涛 秦皇岛市鹏凯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42 庞博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43 冯会超 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44 姜东 中科检测科技发展河北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A,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宫建龙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 赵濯非 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 张超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 张钧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 王浩 河北省承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 许晓哲 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7 郭雪庆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8 焦卜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9 李思远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0 李旺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1 王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2 许智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3 崔樱慧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承德分院

14 李海英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承德分院

15 李志恒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分院

16 李超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衡水分院

17 李阳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衡水分院

18 李跃辉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衡水分院

19 陈永珊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院

20 龚剑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院

21 李景辉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22 李丽丽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23 刘靖宇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24 赵福杰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25 王丹妮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张家口分院

26 焦晨龙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27 刘超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28 张晓 河北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邯郸市分院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9 庞志瑞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30 田博 河北永昌建筑机械材料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31 冯洋 衡水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2 马杰 衡水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3 黄涛 秦皇岛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4 曹琛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5 刘金金 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6 刘垚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王宏浩 保定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

2 康健 沧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3 王博 沧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G,科目F

4 靳利鹏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5 王朋 邯郸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

6 耿世雄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F

7 彭超雄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F

8 李鹏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保定分院 科目F

9 段蕾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10 韩和煦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科目G

11 刘明江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科目F

12 汪莉婷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科目F

13 王健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14 杜博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承德分院 科目F

15 沈皓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承德分院 科目F

16 刘明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院 科目E

17 孙利剑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院 科目F,科目G

18 丁国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唐山分院 科目F

19 郭晓龙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张家口分院 科目E

20 郭文涛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21 江志荣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F

22 李剑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F

23 李明明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F,科目G

24 刘风倩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E,科目F

25 潘倩倩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G

26 杨成光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院 科目E,科目F

27 刘宪明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F,科目G

28 董志国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G,科目F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29 高英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30 吴东胜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G,科目F

31 徐波 廊坊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32 郭天红 张家口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