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科尔巴 阿坝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 张焓 阿坝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 曾雄发 成都安同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 龚苏新 成都安同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 胡有福 成都安同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 黄龙 成都安同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 万永文 成都安同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8 陈宗王 成都奥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9 郑晖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10 祝鹏洋 成都远纬通讯有限公司

11 王丹 德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2 李梓杭 德阳市重装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3 肖裕吉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4 贾巴有呷 甘孜藏族自治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 黄姗 广元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 刘建华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7 吕少军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8 张少脐 湖南慧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19 刘翔邦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0 向本林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1 陈建 凉山州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22 黄宇晨 凉山州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23 赵知宏 凉山州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24 陈逸珂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5 方海辉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6 李宽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7 刘幸雅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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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刘云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9 慕林峰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0 蒲云龙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1 万中港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2 王亮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3 王一博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4 席强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5 谢子楷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6 叶元凯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7 侯思升 眉山特检所

38 李寅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9 唐嘉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0 吴建平 内江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1 刘志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42 纳贵宾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43 周斌 攀枝花市技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4 李和坤 攀枝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5 田静 攀枝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6 孙晗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

47 贾勇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8 吴静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9 王国桦 四川经准检验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张力 四川经准检验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但来易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52 甘奎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53 欧阳升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54 赵玲 四川兰特清洁汽车安全评价检测有限公司

55 李天柱 四川鹏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6 欧克寅 四川鹏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7 梁瑞民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58 刘豪杰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59 杨雨佳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60 祝钏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61 曾小伟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2 李腊梅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3 龚婷婷 四川省禾力建设工程检测鉴定咨询有限公司

64 孙钰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65 曲木金杰 四川省凉山州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

66 马诗然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67 王倩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68 余佳忆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69 杨丁丁 四川斯弗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0 邓飞 四川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1 蒲大文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2 段志强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3 陈晨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4 帅泉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5 周懿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6 林冲 中国华西十二公司

77 梁新智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所

78 陈瑶 资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79 刘侯成 资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0 汪明阳 资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1 吴成志 资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2 余毅林 资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3 张旭清 资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4 陈洲鹏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5 张锐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彭涛 阿坝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2 黄谢裴 安徽建宇检测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科目A,科目C

3 孙桥良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C

4 甘文强 成都安同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 曹扬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B

6 陈骁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B

7 龚豹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8 何杰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B

9 骆涛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10 吕佳奇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11 孙智君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12 汪思洋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

13 杨光耀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14 张学非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B,科目C

15 周艺丰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A,科目B

16 方世龙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17 周崇军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C

18 王成龙 德阳市重装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B

19 唐剑 甘孜藏族自治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C

20 杨彪 甘孜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科目C

21 徐加雄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科目A,科目B

22 蒋依亮 湖南汇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科目A

23 黄刚 湖南赛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24 倪扬 眉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25 刘超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C

26 赵明宇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科目C

27 符荣林 南充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科目B

28 毛贞强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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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德标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C

30 任子钦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31 王学德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32 余春升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33 张传建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B

34 张家贵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35 张润梁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A,科目B

36 赵军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科目B

37 陈力修 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38 李真龙 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39 杨小平 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40 张寒博 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

41 高镇祥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C

42 刘川明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43 余彬瑊 四川华益康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44 何世君 四川经准检验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45 陈杰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B

46 柯承林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47 闵超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B

48 戚飚风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49 郑云鹤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50 鲁尧 四川鹏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C

51 梅世平 四川鹏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52 王安勇 四川强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科目B

53 包小林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科目C

54 刘波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科目A

55 侯国璋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56 王子鉴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

57 阚鹏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58 曹鹏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59 邓淋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60 冯成诚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61 顾权樟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62 杨军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A,科目B,科目C

63 赵颖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C

64 郝鲁超 四川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65 秦江伟 四川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66 宋小良 四川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B

67 蔡翔宇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68 聂智勇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69 杨委易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70 余江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71 戢琨毅 四川众能特种设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A,科目B,科目C

72 凌世学 四川众能特种设备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科目C

73 唐亮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

74 张哲 雅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75 傅彧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科目B,科目C

76 袁帅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77 黄政维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A

78 李日娟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科目C

79 刘桦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80 邱浩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B

81 宋永伦 自贡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C

82 于中强 西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科目A,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李玮鑫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 王进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3 陈永强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4 李昆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5 吴春鹏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6 陈敬坤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 郭光友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 彭勇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 张平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 吕银光 甘孜藏族自治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1 邓兴 广东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12 李治钢 广元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3 廖善斌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4 王果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5 徐舒平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6 邹海涛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7 蔡光勇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8 何建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19 王开江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0 张海君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21 陈刚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22 冯妍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23 王永盛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24 杨茂春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25 杨廷秋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26 周建均 山东宏源信泰检验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27 胡世刚 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8 罗兵 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9 王兴 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30 蒋济良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31 刘华中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32 蒲杨强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33 聂锋 四川科宇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34 王建军 四川科宇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35 徐华林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6 周勇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7 王翔宇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8 田明东 四川省禾力建设工程检测鉴定咨询有限公司

39 晋惠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40 王圣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41 毕传珠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2 雷金虎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3 林华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4 田建国 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45 曾勇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6 陈华茜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7 李云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8 刘勇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9 刘钊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0 孙羽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1 汤旎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2 万智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3 文武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 杨利明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5 郑俊卿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6 周波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7 祝小梅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8 邹皓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黄琴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科目E,科目F,科目G

2 魏小枫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F

3 宫毅 德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4 杨旭东 德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

5 郭吉平 广元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科目G

6 欧阳一杰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

7 朱琳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科目G

8 朱广播 南充鹏成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9 李鹏 攀枝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G

10 刘久林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F

11 罗明杰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F,科目G

12 王宝强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F,科目G

13 张雨枫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F

14 胡江林 遂宁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E

15 朱安志 宜宾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科目F,科目G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