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1 北京市 陈建龙

2 北京市 齐伟 北京孚源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3 北京市 王化 北京蓝光恒远工业检测有限公司

4 北京市 宫沙

5 北京市 谢永君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北京市 房盖盖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 北京市 王硕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 北京市 陈勇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北京市 李璐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 马纪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 北京市 刘苗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 北京市 张迪青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 北京市 袁国贞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 北京市 井苗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 北京市 车豪杰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 北京市 张雷雷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 北京市 郭永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8 北京市 王保青 北京天瑞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9 北京市 王林燕 北京中创秉恒科技有限公司

20 北京市 苏军法 皮埃尔管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1 北京市 刘勇 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

22 北京市 胡朋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3 北京市 赵世佳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4 北京市 赵晓隆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5 北京市 张春义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6 北京市 周方亚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7 北京市 段汝娇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8 天津市 刘巍 天津滨海概念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29 天津市 杨康康 天津滨海概念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30 天津市 周会磊 天津滨海概念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31 天津市 耿秋明 天津滨海科迪检测有限公司

32 天津市 冯霞 天津滨海科迪检测有限公司

33 天津市 刘东帅 天津绿清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天津市 卢家宝 天津首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35 天津市 赵世亮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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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天津市 王猛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37 天津市 苏义宝 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8 河北省 金超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39 河北省 刘国茂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40 河北省 张召永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41 河北省 陈徐洲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42 河北省 马国庆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43 河北省 郝占民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44 河北省 张伟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

45 河北省 王兵 河北金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6 河北省 杨存奎 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秦皇岛分院

47 河北省 李白鹤 廊坊开发区中油天缘管道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48 河北省 铁霖 廊坊市景诘石油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49 河北省 冯浩 廊坊市景诘石油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50 河北省 刘志强 廊坊市景诘石油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51 河北省 王刚 扬州市亚远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52 山西省 朱宁涛 晋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3 山西省 高鑫 太原刚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4 山西省 房煜 太原刚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5 山西省 乔璘阳 太原刚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6 辽宁省 刘洋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57 辽宁省 王治征 大连蓝地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58 辽宁省 王文涛 抚顺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9 辽宁省 李逸群 抚顺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60 辽宁省 林春江 辽宁辽河油田澳维检测有限公司

61 辽宁省 张艳丽 辽宁辽河油田澳维检测有限公司

62 辽宁省 郑何程 盘锦恒泰利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63 辽宁省 王国庆 沈阳工业大学

64 辽宁省 赵祥 沈阳派得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5 辽宁省 赵巍 沈阳派得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6 辽宁省 孙凤伟 沈阳派得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7 辽宁省 张宏新 沈阳世纪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8 辽宁省 吴德广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69 辽宁省 马宇龙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0 辽宁省 郑丽丽 营口瑞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1 辽宁省 李贞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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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辽宁省 李智爽 中油抚顺石化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3 辽宁省 陈虹宇 中油抚顺石化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4 吉林省 陈兵 吉林吉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5 吉林省 陈喜博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6 吉林省 李兴军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7 吉林省 孙曲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8 吉林省 孙健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9 吉林省 张广志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80 吉林省 侯汉涛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吉林市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服务

中心）

81 吉林省 李荣刚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吉林市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服务

中心）

82 吉林省 尚航旭 四平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83 吉林省 孙学辉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84 黑龙江省 苏毅 大庆石油化工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5 黑龙江省 单鑫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86 黑龙江省 曹硕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87 黑龙江省 景奇东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88 黑龙江省 孙天一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89 黑龙江省 李凯峰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90 黑龙江省 杜宏宇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91 黑龙江省 肖起良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92 黑龙江省 彭研明 哈尔滨市燃气压力容器检验所

93 黑龙江省 高延杰 河北中跃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94 黑龙江省 陈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95 黑龙江省 李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96 上海市 赵晓晖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97 江苏省 丁坚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98 江苏省 武锐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太仓分院

99 江苏省 吴冬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泰州分院泰兴所

100 江苏省 王冰 南京派普莱恩管道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1 江苏省 同辉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02 江苏省 张若诚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03 江苏省 向阳 南京通用化工设备技术研究院

104 江苏省 赵鹏 南京英派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05 江苏省 邵建杰 苏州帝泰克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106 江苏省 孔静 苏州帝泰克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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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江苏省 胡兆刚 苏州帝泰克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108 江苏省 潘菲 苏州帝泰克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109 江苏省 陶学刚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10 江苏省 崔德荣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公司

111 江苏省 刘觉非 中石化长输油气管道检测有限公司

112 浙江省 李泽鑫 宁波明峰检验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13 浙江省 舒亨 宁波明峰检验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14 浙江省 邱涔 宁波至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5 安徽省 商亚南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16 安徽省 刘登旺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17 安徽省 刘可可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18 安徽省 金世贵 合肥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119 安徽省 王继东 合肥通用无损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20 安徽省 张具才 瓦卢瑞克天大（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121 安徽省 解春风 瓦卢瑞克天大（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122 安徽省 秦茂勇 瓦卢瑞克天大（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123 福建省 林振超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24 福建省 吴高峰 福建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25 福建省 黄祥凯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26 山东省 李方便 临沂正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7 山东省 杜忠学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128 山东省 张彦霞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129 山东省 任永波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130 山东省 张小燕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131 山东省 朱艳萍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132 山东省 朱波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33 山东省 张乐乐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34 山东省 刘东明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35 山东省 吴少炯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136 山东省 魏俊晓 山东泰阳特种设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37 山东省 林西光 山东携程石油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8 山东省 赵至文 山东扬石工程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39 山东省 刘洪斌 山东扬石工程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40 山东省 王凯 山东中海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41 山东省 赵杰 山东众安迅捷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142 山东省 耿孝祥 山东众安迅捷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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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山东省 王玉龙 山东众安迅捷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144 山东省 李心雨 山东众安迅捷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145 山东省 赵杰 胜利油田特种设备检验所

146 河南省 刘永振 安阳中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47 河南省 任仕涛 北京亚力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48 河南省 郭留杰 北京亚力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49 河南省 孙全波 河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50 河南省 姜照强 河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51 河南省 冯辉辉 河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52 河南省 李广涛 河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53 河南省 赵向南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54 河南省 孙玉领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55 河南省 郭勇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56 河南省 刘鹏鹏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157 河南省 赵劲翔 河南省啄木鸟地下管线检测有限公司

158 河南省 王喜庆 河南省啄木鸟地下管线检测有限公司

159 河南省 刘肖天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60 河南省 王一博 郑州华龙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61 河南省 钟健鹏 郑州华龙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62 河南省 武丹丹 中合特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3 河南省 郑杭 中合特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4 河南省 刘振威 中合特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5 河南省 孙培俊 中合特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6 河南省 仇晓兰 中合特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7 湖北省 贺磊 武汉三联特种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8 湖北省 张冬 武汉三联特种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9 湖北省 张冬 武汉三联特种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0 湖北省 张前
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站

171 湖北省 刘杰 中石化工程质量监测有限公司

172 湖北省 李永辉 中石化工程质量监测有限公司

173 广东省 黄南光 广东华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74 广东省 皮涛 广东华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175 广东省 蔡明钰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76 广东省 王宏君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177 广东省 吴红波 深圳市中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178 广西壮族自治区 刘继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179 重庆市 莫龙春 重庆波特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0 重庆市 贾东力 重庆波特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1 重庆市 陈福义 重庆鹏程无损检测股份有局限公司

182 四川省 冷文强 成都熊谷油气科技有限公司

183 四川省 朱静 成都涌杰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84 四川省 刘宇婷 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道公司

185 四川省 吴昊 四川德源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6 四川省 谌梁 四川德源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7 四川省 乔俊 四川德源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 四川省 成海军 四川德源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189 四川省 伍元华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190 四川省 周仪 四川派普承压与动载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91 四川省 高磊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192 四川省 杜炘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

与技术监督研究院

193 四川省 齐昌超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

与技术监督研究院

194 陕西省 王磊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95 陕西省 张雯 陕西安腾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96 陕西省 张龙 陕西安腾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97 陕西省 胡玉栋 陕西安腾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98 陕西省 赵丹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199 陕西省 贾微 陕西泰诺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0 陕西省 史林飞 陕西泰诺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 陕西省 洪进安 陕西中展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02 陕西省 岳新艳 西安摩尔石油工程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

203 陕西省 朱稳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204 陕西省 徐平 西安展实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05 陕西省 刘亚超 西安展实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06 陕西省 张斌龙 西安展实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07 陕西省 沈浪浪 西安展实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08 陕西省 牛同山 延安金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9 甘肃省 李捷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210 甘肃省 何鑫业 化学工业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11 甘肃省 李亚斌 化学工业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12 甘肃省 雍文君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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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甘肃省 郭永明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4 甘肃省 王玮珏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5 甘肃省 宿再春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6 甘肃省 王军平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7 甘肃省 高建奎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8 甘肃省 徐旭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19 甘肃省 苟鹏程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20 甘肃省 安涛 兰州兰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21 甘肃省 周海伟 庆阳长庆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22 青海省 李万甜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23 青海省 张双财 中特检管道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224 宁夏回族自治区 陈鹏 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2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金瑜婷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2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壮 北京特里尼斯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2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陈阳 北京特立尼思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富超 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2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陈翠翠 国家管网西部管道公司

2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赵峰 库尔勒施得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吴泓贞 库尔勒施得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3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赵明辉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设备设施完整性检验检测中心

2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钟定东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设备设施完整性检验检测中心

2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天荣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设备设施完整性检验检测中心

2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博伦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设备设施完整性检验检测中心

2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吴凡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设备设施完整性检验检测中心

2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马松华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设备设施完整性检验检测中心

23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赖强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3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俊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4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武晓伟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4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封雪华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袁文斌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胡飙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4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朱红军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4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永东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4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贺梦琰 新疆通奥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4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魏玉全 新疆吐哈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锅炉压力容器检测站

24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海涛 新疆吐哈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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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海涛 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

25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哲 中国石油克拉玛依石化公司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1 北京 罗毅辉 安工智能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 北京 汪作明 北京埃尔德油气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 北京 刘铁英 北京埃尔德油气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4 北京 廉纪祥 北京百川井田油气科技有限公司

5 北京 宋志明 北京冀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 北京 韩崇亮 北京冀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 北京 芦磊 北京冀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 北京 汪汝一 北京冀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 北京 宋喆 北京派普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10 北京 王东 北京派普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11 北京 赵天明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2 北京 梁城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3 北京 史殿磊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4 北京 于静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5 北京 赵彪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6 北京 杨振国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7 北京 曹显显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8 北京 吴晓铭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19 北京 丁孝林 北京天星创能科技有限公司

20 北京 丁姗 中特检管道工程公司

21 天津 蒋保龙 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22 河北 孟维高 达力普石油专用管有限公司

23 河北 曹亚菲 河北华建检测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24 河北 张顺虎 廊坊瑞普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25 河北 张子祎 廊坊市景诘石油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26 河北 池建春 廊坊中油朗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7 河北 薛婷婷 廊坊中油朗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8 河北 赵健 廊坊中跃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9 河北 张帅 南天管道检测技术河北有限公司

30 河北 李春晖 新聚（廊坊）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1 河北 王铭骏 中石油管道局管道四公司

32 河北 刘涛 中油管道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33 河北 韩兆军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4 河北 何肖宁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5 河北 马培仪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6 河北 陈蔚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MFL-Ⅱ级补考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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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河北 艾心欣 中油管道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8 山西 牛树旺 山西华羽盛泰科技有限公司

39 辽宁 王洪盛 大化集团有限公司

40 辽宁 孙春燕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41 辽宁 郐楚婷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42 辽宁 杨松 大连信之恒金属焊接检测有限公司

43 辽宁 赵爽 抚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4 辽宁 刘常旭 抚顺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45 辽宁 郭德峰 辽宁泓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6 辽宁 范群英 辽宁辽河油田澳维检测有限公司

47 辽宁 崔杰 辽宁辽河油田澳维检测有限公司

48 辽宁 王宪武 辽宁辽河油田恺拓实业有限公司

49 辽宁 宁甲列 辽宁辽河油田恺拓实业有限公司

50 辽宁 刘胜利 辽宁辽河油田恺拓实业有限公司

51 辽宁 陈兴芹 辽宁辽河油田恺拓实业有限公司

52 辽宁 姚阳 辽宁辽河油田恺拓实业有限公司

53 辽宁 朱伟斌 辽宁辽河油田恺拓实业有限公司

54 辽宁 吴绪宏 辽宁辽河油田恺拓实业有限公司

55 辽宁 徐大志 辽阳石化分公司容器检验所

56 辽宁 侯怀海 辽阳石化分公司容器检验所

57 辽宁 王立伟 辽阳石油化纤工程有限公司

58 辽宁 赵晓丽 盘锦恒泰利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9 辽宁 刘佳佳 沈阳路杰管道检测有限公司

60 辽宁 李玲玲 沈阳派得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1 辽宁 张秀 沈阳派得林科技有限责任责任公司

62 辽宁 张宏义 沈阳世纪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3 辽宁 解晨旭 沈阳世纪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4 辽宁 刘偲 沈阳一佳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65 辽宁 贲东海 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有限公司

66 辽宁 李娜 自由职业

67 吉林 刘奇 吉林吉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8 吉林 吴俊福 吉林吉化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9 黑龙江 汪琦 大庆油田三维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70 黑龙江 刘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1 黑龙江 常万成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2 黑龙江 吕文超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3 黑龙江 范洪远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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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黑龙江 邹红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75 上海 吕雅茹 盛隆石油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6 上海 彭永辉 盛隆石油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7 江苏 孙卫平 江苏恒达智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8 江苏 李超 江苏鸣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9 江苏 陈健 江苏鸣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80 江苏 邵文桃 江苏鸣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81 江苏 朱晨 江阴华润制钢有限公司

82 江苏 贾鸿峰 苏州艾普智慧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83 江苏 冯冠军 苏州艾普智慧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84 江苏 高先超 苏州艾普智慧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85 江苏 许梦婕 徐州市睿达智信科贸有限公司

86 浙江 单会娜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87 浙江 方波 浙江越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8 浙江 金佳伟 浙江越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9 浙江 王中雁 浙江浙能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

90 浙江 黄健 浙江浙能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

91 安徽 汪锐 安徽省天然气股份开发有限公司

92 山东 欧阳奇 东营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93 山东 王俊秀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94 山东 牟忠建 山东磐金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95 山东 张栋 山东中邑燃气有限公司

96 山东 陈俊杰 山东中邑燃气有限公司

97 山东 王国辉 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总站胜利监督站

98 河南 董芳 安阳龙腾热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99 河南 张帅 河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100 河南 王玲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01 河南 宁飞升 中石化工程质量监测有限公司

102 湖北 吴涛 荆州市世纪派创石油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03 湖北 常永恒 荆州市世纪派创石油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04 湖北 任文雄 武汉明臣焊接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105 湖南 胡前进 湖南百思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06 广东 梁景端 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

107 广东 杨强维 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

108 重庆 王宵 重庆波特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9 四川 赵玉伟 内江京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0 四川 胡磊 四川汇正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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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四川 王楷 四川宇通管道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12 四川 张智春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113 陕西 张涛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114 陕西 郭雪梅 陕西安腾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5 陕西 李爱平 陕西安腾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6 陕西 黄律锦 陕西泰诺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7 陕西 陈梦诗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