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吕俊达 白山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 宋斌斌 白山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 王海林 白山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 尹永平 白山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5 王佳宇 吉林龙翔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 李鹏 吉林省公主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7 李金龙 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8 孙浩 吉林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

9 苑智颖 吉林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

10 丛歆予 吉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1 王艺达 吉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2 闫天健 吉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13 申丽爽 吉林省通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4 王翠贺 吉林省通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5 王冬雪 吉林省通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6 马文清 吉林省延边州市场监督局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7 贾永爽 吉林省中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8 李响 吉林省中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9 王世奇 吉林省中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0 何晶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1 梁星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2 张齐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3 蔡瑞庆 吉林市建安起重机械设备检测中心

24 姚奇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测检验中心

25 车帅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6 韩西龙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7 姜君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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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姜茗月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9 金思岐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0 李平镇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1 刘东雪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2 石嘉琦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3 孙健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4 王丽光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5 王雪峰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6 吴飞宇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7 杨佳驹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38 李宇昊 江苏金致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

39 李尚岩 辽源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0 林望峭 四平市泰安  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1 孙斌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2 王振东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3 姚远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4 赵君宇 松原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5 陈鑫 通化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6 司明刚 通化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7 隋文彬 通化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8 于巍 通化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49 张大庆 通化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50 王靖涛 通化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51 李长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52 朱媛平 延边州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53 王家奇 长春市建安检测

54 孙博 长春市建安检测有限公司

55 穆国成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56 田东生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7 田家欢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58 佟雪峰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59 王臣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0 王振达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1 吴磊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2 辛春龙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3 叶兰彬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4 于洋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5 张杰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6 张楠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7 周闯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8 朱秋媛 长春市兴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69 兰英 长春市永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0 薛晓雪 长春市永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1 张国庆 长春市永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2 高萃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3 高赫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4 李烨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5 李宗泰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6 刘帅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7 马红叶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8 孙学辉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9 田欣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0 王雪萌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1 宿展宁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2 徐玉建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3 许志强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4 张磊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5 张太鹏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86 赵天圣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7 陈勇生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长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控中心）

88 张静 大庆石油化工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9 任志峰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90 孟令鑫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91 李锦冲 鹤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2 石福军 鹤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3 王永庆 鹤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4 苗霖 黑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5 张超 黑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6 王亚楠 鸡西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7 田枫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8 张佳彬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99 段婷婷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0 王忠阳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1 徐彬 七台河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2 刘暕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3 宋健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4 王传刚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5 左祁龙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6 杨思光 沈阳中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

107 张万富 双鸭山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108 刘云雷 伊春市检验检测中心

109 李爽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技术监督所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张起越 大连旺骏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A

2 陈吉东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C,科目B

3 姜淞瀚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4 刘庭熙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

5 刘欣凯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

6 王振宇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

7 谢鸿博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8 于昌盛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C,科目B

9 翟勇智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10 张经纬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B,科目C

11 朱枰燕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12 王会 三亚北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13 梁伟杰 四平市泰安起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4 孔维维 松原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科目B

15 徐航 松原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16 梁臣 延边州住建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中心 科目A

17 张竞一 长春市永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18 韩亮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19 李凯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0 李名鑫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C,科目B

21 刘春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22 苏毅飞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3 孙振凯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4 王广宇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5 张帆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26 赵明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27 刘伟东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28 于宁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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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玲 大庆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30 戚大春 哈尔滨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科目B,科目C

31 曲金魁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C

32 李传丰 黑龙江广安建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33 周文昊 黑龙江建安机电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34 梁丽 黑龙江省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35 高海仁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36 韩东欢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B

37 王怀刚 佳木斯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38 盖雨田 牡丹江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B

39 刘佳 牡丹江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40 曹聪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科目A,科目C

41 吴艳丽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42 尹思红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B

43 李行行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许彤 白城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 李晗星 吉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3 于骁 吉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4 冯明 吉林省中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5 冷冰冰 吉林省中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 陈喜博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 李平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8 刘正宇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9 陆琳琳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0 张文红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1 赵梓淞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2 刘华伟 辽宁瑞安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3 刘刚 辽源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4 白岩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5 田影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6 魏柏军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17 刘辉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8 宋大力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9 韦炳旭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0 张树文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1 刘倩妮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22 郑光耀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23 白晓松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4 窦连升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5 李宇杰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6 刘鹏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7 刘志成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8 马明明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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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庞琦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30 彭磊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31 时春雪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32 陶佳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33 王鹏远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34 杨女星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35 周晓宇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36 孙科 鸡西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37 侯广平 沈阳中正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牡丹江分公司

38 王铁霖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39 陈立东 伊春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40 贾绍辉 伊春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41 赵树权 伊春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隋政昊 白城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F

2 彭海涛 吉林龙翔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3 耿理扬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F

4 温镯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G,科目F

5 张京铁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F

6 罗丙达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G,科目F

7 马占峰 通化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G,科目F

8 金恺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9 于再超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E,科目F

10 石静波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技术监督所 科目F

11 梁伟翥 哈尔滨市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G

12 唐振佳 河南力合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E

13 于长春 黑龙江省垦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F

14 闫明慧 佳木斯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F

15 孙宇航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E

16 佟林鹤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E

17 王明悦 齐齐哈尔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E,科目G,科目F

18 王金波 双鸭山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E,科目F

19 刘春明 绥化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F

20 祁松玲 五常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F

21 王鑫 伊春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科目E,科目F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