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名称

1 北京 孙健 北京国电电科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 北京 唐凯 北京蓝光恒远工业检测有限公司

3 北京 马福强 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

4 北京 贾占鹏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5 北京 高广兴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6 北京 李修能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7 河北 田友明 秦皇岛和平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8 山西 姚鹏升 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

9 内蒙古 牛草丰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0 内蒙古 刘柱 鄂尔多斯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11 内蒙古 刘长福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2 内蒙古 张宏伟 内蒙古自治区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13 辽宁 霍岩 抚顺伦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4 辽宁 宋振 抚顺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5 辽宁 王百芳 国电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有限公司

16 辽宁 高海峰 辽宁导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7 辽宁 宫跃兵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8 辽宁 李波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9 辽宁 韩光明 辽阳宏伟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0 辽宁 韩德龙 辽阳宏伟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1 辽宁 郭义 沈阳一佳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22 吉林 孙学辉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3 吉林 张多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4 吉林 高文 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5 黑龙江 宋智文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26 黑龙江 王晓林 黑龙江省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27 黑龙江 孙海明 黑龙江省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28 上海 师绍猛 国核电站运行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29 上海 牛海波 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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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海 宋华南 上海宝化国立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31 上海 贾文涛 上海电力安装第二工程公司

32 上海 赵德鸿 上海电力安装第二工程公司

33 上海 王济黎 上海电力安装第二工程公司

34 上海 梁向雨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35 上海 张雪峰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6 江苏 郭建斌 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37 江苏 胡志刚 江苏法尔胜材料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38 江苏 刘喆 江苏金科标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9 江苏 王道才 江苏中特创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0 江苏 张国强 江苏中特创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1 江苏 刘伟 南京华宝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42 江苏 孙中明 苏州帝泰克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43 江苏 王修富 苏州电力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44 江苏 马龙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浙江 李勇 嘉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46 浙江 赖圣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47 浙江 郭黎群 台州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48 浙江 陶建平 浙江赛福特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49 浙江 王辉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0 浙江 张明 浙江无损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1 安徽 王亚军 安徽华夏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2 安徽 庞兵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3 安徽 方超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4 安徽 徐境阳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5 安徽 任余豪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6 安徽 郝冬生 安徽津利能源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7 安徽 钟文清 合肥通用无损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58 安徽 王小龙 陕西蓝法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9 福建 罗晓玲 厦门厦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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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福建 吕晶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61 江西 黎艳兵 江西华航检测有限公司

62 山东 李崇防 青岛神州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63 山东 徐媛 青岛信泰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64 山东 宋磊 山东鸿基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65 山东 李东 山东鲁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6 山东 王超 山东省安泰化工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67 山东 赵维水 淄博齐瑞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68 河南 张怀雅 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9 河南 马长骥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0 河南 张炳军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1 河南 李亚歌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2 河南 胡贺情 洛阳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73 河南 王一博 郑州华龙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4 湖北 张丛敏 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75 湖北 喻兵 武汉市晴川焊接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76 湖北 胡丽莉 武汉市晴川焊接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77 广东 刘洋 广东电研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78 广东 胡志强 深圳市中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9 广东 陈海港 深圳市中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0 广东 周广平 深圳市中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1 广西 尹鹏 桂林市南方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82 重庆 范振华 重庆奥林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83 重庆 李鹏宇 重庆奥林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84 重庆 李鑫 重庆智得热工工业有限公司

85 四川 吴琨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86 四川 郭建东 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87 四川 游芹 四川佳诚油气管道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88 四川 黄运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89 四川 汪健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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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陕西 张月岭 陕西昊特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91 陕西 康信刚 陕西中展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92 甘肃 张巨银 甘肃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93 新疆 刘瑞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94 新疆 马丽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95 新疆 刘朕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96 新疆 马冀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设备监督检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