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 姓名 单位

540010 周建龙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540012 李建良 云南建安特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540014 石磊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540015 陈江 信祥检测(海南)有限公司

540017 李强 和安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540026 牛慧慧 乌鲁木齐博域益友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40028 吕海波 新疆华通标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0031 秦晟君 新疆合力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540036 张亮 四川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0037 徐本学 云南建安特建设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540039 孟宝山 新疆合力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540040 薛凯 汉中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

540043 李勇强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045 吴鸿瑞 四川省禾力建设工程检测鉴定咨询有限公司

540046 郭健 汉中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540055 代明浩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067 郑杨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068 龚辉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076 马园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0078 蔡李广 贵州鼎盛鑫检测有限公司

540089 姜霖 新疆建安联合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091 王绘朝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0092 沈杰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0093 王俊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0096 陈迁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540097 敬鹏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0099 卢斌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101 徐松涛 四川荣立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540104 肖玉明 西双版纳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40106 王立军 陕西省汉中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测中心

540107 苏俊 阿坝州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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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110 杨凡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111 李韬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112 罗莉 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0113 刘玻麟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0114 梁银飞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40115 余沁园 四川益鼎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116 邓修建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0117 李家豪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0120 陈小中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540125 沈红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0127 麦斯提热古·吐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6001 蒋宏 桂之诚检测

546002 李大鹏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546003 李晗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04 聂锋 成都安同顺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6006 王翔宇 云南建工集团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546008 柳祎 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09 陈敬坤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46010 丁铜太 陕西建升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6011 范晓亮 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546012 余长平 贵州鼎盛鑫检测有限公司

546013 薛荣平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6014 田昧东 普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46015 段光宇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16 张海君 南充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6017 李治钢 广元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6019 张勇 甘肃玥瑄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6020 罗明杰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6021 张洪林 云南昆安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546025 刘贵发 湖南晨宇安全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6026 吴忠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546032 王彪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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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034 徐辉 和安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546035 孔凡正 云南建工集团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546036 李云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6037 方建军 和田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546039 孙呈鹏 甘肃众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46040 胡世刚 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46042 王清 贵州省黔南州特种设备检验所

546043 徐山河 四川省固力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46045 刘源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46 张平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46047 艾力西尔·加帕尔 和田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546048 彭勇 成都西南交大垚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46049 刘洋 广元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6050 张岩 六盘水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546051 孙发兴 青海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

546052 屈桢 咸阳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546053 徐建宝 甘肃众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46054 刘亮 西安长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6055 梁自林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6056 唐瑞 遵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546057 王红全 贵州鼎盛鑫检测有限公司

546058 罗兵 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46059 师行德 西安长腾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6064 熊涛 四川升瑞达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546066 王泓霖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6067 郝兴超 陕西博凯迪克机电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546068 李玮鑫 巴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6070 卜庆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种设备检验研究中心检验五室

546071 徐鑫 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6072 高瑞琦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73 曾勇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6074 廖善斌 四川立方维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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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075 郭辉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76 谭凌峰 乐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546077 张学忠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78 康瑞 陕西博凯迪克机电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546079 王兴昌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80 王兴 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546081 郭金涛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82 郭子琨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83 王海平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84 刘昌贵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85 王开江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546086 刘凯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87 刘华中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546088 刘钦 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89 王澄博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90 杨争宝 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546091 张玲 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546092 鞠毅 四川经准特种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546094 万佳 甘肃省酒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546095 杨茂春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546096 王涟漪 贵州鼎盛鑫检测有限公司

546097 白文辉 酒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546099 和福松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