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蒋俊豪 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2 丁云峰 杭州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

3 谈辉辉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4 陈旭东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 李崇伟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6 黄坤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7 林坚 金华晟泰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8 汪晓明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9 吴界航 金华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10 刘增斌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1 吴裘翔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2 周峰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3 黄巧伟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4 茅溯恒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5 金伟善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6 薛益睿 宁波市特征设备检验研究院

17 杨森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8 陆凯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9 顾轩豪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0 余挺杰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1 董彦池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2 杨乐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3 姜树涛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4 严逸晖 宁波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宁海检验站

25 刘杰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6 钟雪祺 绍兴弘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7 应奎 台州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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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8 童君新 义乌市怡速电梯有限公司

29 杨伟康 浙江安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0 洪明峰 浙江安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1 蒋江桦 浙江安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2 毛土火 浙江安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33 卢伏龙 浙江博浩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4 牟海童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5 陈帅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6 胡势权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7 殷书斌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8 林宏志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9 余伟剑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0 项金晨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1 王昊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2 苟元志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3 杨恺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4 胡俊飞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5 李林源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6 吴祥兵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47 顾鹏程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48 王慧林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49 曹志华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50 赵宇成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51 谭颖 浙江巨诚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52 赵明强 浙江敏实科技有限公司

53 徐强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 王陈欢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5 冯露斌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6 戴洁强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7 舒嘉杰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8 郎斌鑫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9 李小陈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0 李孔怀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1 冷政伟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2 翟勇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3 徐华成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4 金星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5 沈炯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6 张磊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67 姚晓飞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有限公司

68 徐金龙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69 赵钰祥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70 夏玉伟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71 刘少康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72 刘伟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3 唐王富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4 方华平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5 杨斌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6 温凯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7 王冰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8 周振超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79 邵鑫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80 胡祖国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1 马俊强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2 王剑平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3 时统帅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4 李文猛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5 叶陈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86 王嘉彦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7 周恩泽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8 王雪迎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9 应晨耕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90 郑天宇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91 黄炎宁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92 曹慧泉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93 吴振焘 浙江天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94 吴剑 浙江中翔工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95 张清聪 浙江中翔工程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96 钱时利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顾晨熙 杭州中诚装备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A

2 霍皖苏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A,科目B

3 张怡伟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4 徐帅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5 许陆东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6 陈俊杰 宁波市建工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7 孟丁庸 宁波市建工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8 钟伟杰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C

9 马盛炎 绍兴弘信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0 高宽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11 李晖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12 徐飞翔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13 徐海 台州中台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14 孙小清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科目C

15 徐慧伟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科目C

16 虞名亮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科目B

17 沈泽 浙江安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18 郑洪亮 浙江安派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科目B

19 孙贤银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0 徐杰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1 许晓波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2 卢为金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宁波分部 科目B

23 陈勇 浙江德元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24 郑慧建 浙江金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B

25 黄钢剑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科目C

26 李薇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27 赵登 浙江中翔工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A,科目C,科目B

28 常涛 浙江中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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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超超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科目C

30 熊燕钦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B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毛翰宇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2 朱伟斌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 蒋鑫鑫 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4 李欣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 闻杰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6 连锜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7 叶忠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8 洪赟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9 周奇彪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0 蓝剑锋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1 汤章鹏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2 李靖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3 翁放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4 项冬子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15 袁斌 宁波建达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6 缪幸君 宁波市建工检测有限公司

17 裘伟祥 宁波市建工检测有限公司

18 胡浩亮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9 周景天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0 王凯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1 俞朝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2 陈豪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3 蒋少杰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4 康磊杰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25 周皓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6 张豪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27 马奇达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28 劳立标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起重机械检验师（QS）初次取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9 陈丰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30 尉文峰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31 叶兴华 台州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2 章维麟 台州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33 白植志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4 翁利勇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5 杨吴奔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6 郑克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37 刘桂堂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38 邱毅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39 张利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0 冯新宇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1 任玉荣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2 虞波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3 韩彬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4 毛俊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5 毛相黎波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6 王建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47 徐宝龙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48 杨清平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49 叶恭宇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0 马聪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1 王凯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2 吴遐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3 邵新阳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4 刘勇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5 周振龙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6 羊凯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57 应晓玲 浙江中翔工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8 钟浩盛 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补考科目

1 韩任圣 金华安信建设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科目F

2 应鹤峰 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科目G

3 舒峰 宁波建达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科目G

4 吴俊 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F

5 曾鸿浩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F

6 张超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E

7 周群添 台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科目E,科目F

8 李高文 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科目F

9 潘建山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科目E,科目F

10 金英 浙江中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F

11 叶建平 浙江中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科目F

符合补考条件的起重机械检验师（QS）资格考试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