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参加人员名单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名称 考试地点 

1 北京市 王殿平 北京北锅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 

2 北京市 赵峰 北京航天特种设备检测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 

3 北京市 郝刚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北京市 

4 北京市 胡振龙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北京市 

5 北京市 徐庭芝 北京明晖天海气体储运装备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市 

6 甘肃省 吴延梓 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7 甘肃省 王玉琛 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8 甘肃省 张燕 酒钢集团酒泉天成风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9 广东省 彭安华 广州胜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 广东省 张辉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11 广东省 刘权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12 广西区 易万明 梧州市沃华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市 

13 江苏省 陈超 盐城智超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14 江苏省 郑松林 江苏至上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15 江苏省 蔡忠 南京英派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16 江苏省 郭海兵 南京华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17 江苏省 赵振喜 南京裕扬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18 江苏省 张驰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北京市 

19 江苏省 顾海龙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北京市 

20 江苏省 奚华伟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北京市 

21 江苏省 顾建东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 

22 四川省 龚贺 自贡华西能源工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 

23 四川省 王斌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24 四川省 喻强 四川新亚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市 

25 云南省 缪祥祎 云南宏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市 

26 浙江省 毛守权 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27 浙江省 杨勇 浙江钢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28 河北省 李浩 巨龙钢管有限公司 北京市 

29 河北省 张勇 巨龙钢管有限公司 北京市 

30 上海市 孙彬 空气化工产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市 

31 江苏省 张德荣 南京裕扬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32 安徽省 黄求军 安徽三兴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33 河南省 周晓菡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濮阳分院 山东省 

34 河南省 董栋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濮阳分院 山东省 

35 湖北省 鲁家君 荆门宏图特种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省 

36 湖北省 陈汉国 武汉华中科大土木工程检测中心 山东省 

37 湖南省 姚琢 湖南富佳钢瓶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省 

38 湖南省 钟丰 湖南四化建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39 湖南省 朱光谦 湖南富佳钢瓶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省 

40 辽宁省 孙姚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名称 考试地点 

41 辽宁省 刘俊杰 盘锦辽河油田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2 辽宁省 赵荣达 辽阳宏伟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3 辽宁省 杨雪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4 辽宁省 刘旭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5 辽宁省 轩帅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6 辽宁省 张竞 辽阳宏伟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7 辽宁省 吴井瑞 沈阳市益达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8 辽宁省 张启航 沈阳市益达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49 山东省 徐海亮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 山东省 

50 山东省 董国锋 山东恒涛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山东省 

51 山东省 宋骁驹 乳山市创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52 山东省 胡崇 乳山市创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53 山东省 王三龙 山东恒远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54 山东省 赵彬 山东恒远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55 山东省 孙广龙 山东恒远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56 山东省 谭晓晖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 

57 山东省 王建新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德州分院 山东省 

58 山东省 周凯 山东胜利钢管有限公司 山东省 

59 山东省 侯耀民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 

60 山东省 王志强 山东泰思特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61 山东省 崔金升 山东泰思特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