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姓名 单位

1 河北省 侯艺 河北方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 河北省 李真 河北中跃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3 河北省 杨潇 廊坊北检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4 河北省 杨洲 廊坊北检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5 河北省 杨强维 廊坊中油朗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 河南省 董庆锋 安阳中科工程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 河南省 段国萍 安阳中科工程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8 河南省 郭浩男 安阳中科工程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9 河南省 刘永振 安阳中科工程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0 河南省 张海军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1 河南省 张腾飞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2 河南省 张文强 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3 河南省 马晓明 洛阳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4 河南省 唐建华 洛阳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5 河南省 唐坤 洛阳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6 河南省 张龙龙 洛阳中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7 河南省 陈志强 中石化工程质量监测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18 黑龙江省 宋永贵 大庆油田三维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9 江苏省 孙浩天 北京兴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 江苏省 朱芳 北京兴油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1 江苏省 陈波 管网集团（徐州）管道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2 江苏省 陈进才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3 江苏省 谷志宇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4 江苏省 何伟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5 江苏省 刘明显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26 江苏省 董军辉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7 江苏省 侯国辉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8 江苏省 李强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29 江苏省 彭坤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30 江苏省 陶学刚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31 江苏省 姚楚君 徐州东方工程检测责任有限公司

32 江西省 钟梁 天津市天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3 辽宁省 曹圣博 辽宁辽河油田澳维检测有限公司

34 辽宁省 陈景奇 辽宁辽河油田澳维检测有限公司

35 辽宁省 栾江涵 辽宁辽河油田澳维检测有限公司

36 辽宁省 陈艳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37 辽宁省 刁仁凯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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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辽宁省 孙姚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39 辽宁省 赵瑞军 辽宁迅达检验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40 辽宁省 刘国宝 盘锦恒泰利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41 辽宁省 张国庆 盘锦恒泰利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42 山东省 周力诚 临沂天正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3 山东省 李文忠 青岛华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4 山东省 孟祥峰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45 山东省 郑任重 山东诺顿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46 山东省 孙建磊 山东泰思特检测有限公司

47 山东省 封嘉 山东中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48 山东省 李志健 山东中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49 山东省 尹明明 山东中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50 山东省 李晖 山东中浩工程质量有限公司

51 陕西省 冯兴龙 陕西西宇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52 陕西省 曾登高 天然气工程质量监督站

53 陕西省 文金许 通奥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陕西省 章鹏 通奥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陕西省 石养鑫 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56 四川省 杨洪 四川佳诚油气管道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57 四川省 杨金鑫 四川佳诚油气管道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58 四川省 李涛 四川派普承压与动载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9 天津 周志维 天津滨海科迪检测有限公司

60 天津市 高洋 天津仁和鼎盛钢瓶制造有限公司

61 天津市 李朋宇 天津市天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2 天津市 汪成 天津市天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3 天津市 王月飞 天津市天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4 天津市 赵绍彪 天津市天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申红宇 通奥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郝靖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6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刘家林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6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刘帅帅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6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武晓伟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7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袁文斌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7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赵明洋 新疆天维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7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杜永宏 新疆鑫泰材料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小军 新疆鑫泰材料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7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庞爱鹏 新疆鑫泰材料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