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焦磊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 李瑞清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 周荣锋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 司俊卫 江苏天地通检测有限公司

5 苏彦 晋中

6 白永强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 常珍珍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 高鹏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9 雷玉君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0 刘婷婷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 闫思玺 山西华鑫电气有限公司

12 王星炜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13 陈培文 山西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4 陈瑜瑜 山西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5 高祥祥 山西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6 刘敏 山西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7 袁文龙 山西科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8 王斌 山西省

19 高晋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移村13号楼四层

20 李国伟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1 梁成成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22 张海鹏 山西思科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23 穆国杰 山西思科特种设备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24 崔亚东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5 梁敬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6 乔兵兵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7 王乐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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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李玉平 山西忠诚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9 牛佳琪 苏州天地通检测有限公司

30 秦艳平 太原市元恒泰特种设备检验公司

31 吕斌 太原市振华电梯有限公司

32 赵陆 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

33 石翊轩 太原重工

34 曹旭鹏 无

35 刘建军 忻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6 温强 忻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7 贺琪 忻州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38 尚子超 忻州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39 王家杰 忻州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李林哲 晋中汇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 李飞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3 温慧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4 张立朝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5 李若阳 临汾市气瓶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6 杨濮泽 临汾市气瓶检验中心 科目A,科目B

7 郭松河 山西安泰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8 张一非 山西德鑫盛达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9 刘海亮 山西华普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0 张韬 山西建滔万鑫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B

11 赵建升 山西焦煤集团汾西矿业 科目A,科目B

12 段晓凯 山西凯东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13 赵宏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B

14 王泳 山西兴义达电梯安装电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5 安启航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6 柏叶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7 王俊杰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8 文小语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9 衣顺利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20 陈冬 山西智达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1 阎涛 山西智达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2 张波 山西智达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3 朱光亚 山西智达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4 冯飞 山西忠诚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C

25 李明 朔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科目B

26 周鑫 朔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27 曾飞 太原元亨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8 王环宇 太原元亨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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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梁 太原元亨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30 张锦涛 太原元亨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31 张勇 太原元亨泰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32 董智 阳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科目C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贺文杰 安徽方元起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2 唐晓强 江苏天地通检测有限公司

3 苏佳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 李晓强 山西高安特种设备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5 于海 山西高安特种设备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6 徐春华 山西锦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 雷钧 山西省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8 段治斌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9 姜勇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0 梁爱国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1 问来彦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12 徐晋龙 山西思科特种设备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13 夏腾飞 山西阳煤集团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成梁锋 晋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F

2 王红兵 晋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G,科目F

3 马泉 晋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科目E,科目G

4 刘晓龙 临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G,科目F

5 郭勇 山西安泰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G,科目F

6 王素兵 山西安泰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

7 康红旗 山西晨曦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

8 李奔 山西晨曦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G,科目F

9 乔慧芬 山西晨曦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G,科目F

10 孟祥虎 山西弘安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科目F

11 王淦 山西弘安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12 王素刚 山西弘安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

13 周伟 山西晋天工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

14 耿佳将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15 赵雨辰 山西科建工程检测研究院 科目E,科目G

16 白冰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17 李宇杰 山西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G,科目F

18 许瑞雪 山西怡衡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E

19 贾安 山西忠诚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20 孙学权 朔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G,科目F

21 肖海文 朔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22 顼雪峰 朔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23 王敬乾 长治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G

24 张亚波 长治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