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江苏省特种设备检验员培训人员名单（无锡）
考点 序号 姓名 单位

无锡 1 岳朋成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2 汪克宁 常州市星汇特种设备产业园有限公司
无锡 3 邵艳华 常州通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4 徐拯阳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5 孙鑫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6 路鹏飞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7 杨欢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8 蒋翔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9 王凯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0 王新华 江苏鼎顺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1 沈为农 江苏华恒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2 黄航希 江苏汇菱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3 钱科东 江苏汇菱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14 张思岭 江苏汇菱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15 张海燕 江苏汇菱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16 丁立立 江苏汇菱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17 彭仲夏 溧阳宏达电梯培训有限公司
无锡 18 陈平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9 葛荣勤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20 马强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21 黄溧安 溧阳市常协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22 周怿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无锡 23 奚建泉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无锡 24 葛俊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25 芮偲语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26 丁凯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 27 苏永亮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 28 季长飞 傲途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29 欧阳传桃 傲途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30 邵春方 傲途电梯安装工程（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31 陈焕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32 刘胜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33 张宏博 迪夫伦（苏州）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34 黄洁瑜 迪夫伦（苏州）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35 陶宏云 迪夫伦（苏州）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36 孙森林 迪夫伦（苏州）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37 林文舵 迪夫伦（苏州）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38 刘凯凯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39 张康 济南天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40 施斌 江苏伯爵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1 陆胜林 江苏伯爵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2 沈水琴 江苏坤宏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43 顾志强 江苏润林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44 黄林林 江苏天明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45 孙久龙 江苏天宙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46 崔星耀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7 李宏玉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8 陆宁海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49 张贺 科莱曼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 50 付宁 科莱曼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 51 王岩 昆山华龙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52 祁杰 昆山久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53 周乾坤 昆山上海三菱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54 刘桥 昆山上海三菱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55 王夏 昆山上海三菱电梯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56 刘新峰 昆山市久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57 尤国芳 联盟电梯 （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58 施卫国 联盟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59 杨捷 联盟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60 金鑫 联盟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61 郑锋 联盟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 62 李宇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63 杨威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64 游玉祥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65 许彬冰 上海颢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66 马敏强 上海颢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67 张福军 苏州安捷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68 李林煊 苏州安森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69 葛晓东 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70 刘开双 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71 宋艾峰 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72 金华 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73 王嵩林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74 范文东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75 董超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76 柴明明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77 王付华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78 许振华 苏州方正工程技术开发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79 沈正宇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80 宋月飞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81 沈晓飞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82 方灶寿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83 沈裕平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84 顾成刚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85 王志刚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86 袁邦鹏 苏州日富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87 胡继权 苏州日富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88 左雄杰 苏州日富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89 谢俊杰 苏州日富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90 范亚洲 苏州日富电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91 蒋俊超 苏州市电梯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无锡 92 金顺良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
无锡 93 施易辰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94 张波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无锡 95 薛程成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无锡 96 金学森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无锡 97 金斌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98 刘飞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99 陈必辉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100 潘启涵 无
无锡 101 夏志武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 102 冯志毅 浙江城际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103 陈玉林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04 王刚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无锡 105 陆晓慧 江苏天明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06 倪飞飞 江苏天明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07 王强 江苏天明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08 李伟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09 陈建斌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110 张文龙 泰州市迅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111 戴明浩 泰州市亿通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12 周鹏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 113 蔡墩九 伊萨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14 蒋仕奎 江苏德润创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115 庞昊 伊萨电梯
无锡 116 黄海峰 溧阳申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17 彭军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 118 胡斌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无锡 119 王卫星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 120 唐伟 待业
无锡 121 王梁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 122 张俊 无锡海岸城商业经营管理公司
无锡 123 黄楠 无
无锡 124 王致 江苏东迅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25 朱淼戬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 126 戈宏伟 奥的斯电梯（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27 刘声宇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 128 王凯 无锡日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29 吴彬 无锡申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30 陆文彬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 131 王旭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无锡 132 周山 江苏金楼楼宇设备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133 吴社峰 江苏金楼楼宇设备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134 唐成 江苏金楼楼宇设备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135 谈成俊 江苏九布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36 陈凯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37 刘万海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38 严龙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39 杭峰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40 张杰 凯斯博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41 朱淳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无锡 142 陈旭东 通力电梯
无锡 143 陈健 盐城市鹏佳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44 崔博文 盐城市鹏佳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45 丰建国 盐城市鹏佳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46 蔡可春 盐城市腾云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47 曾翔 江苏悦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48 王太平 江苏悦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49 许颖 江苏中远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50 巫阳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无锡 151 王祥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无锡 152 侯恺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无锡 153 王能斌 扬州东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54 孙强 扬州恒升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55 姚斌 扬州市富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 156 赵明翔 扬州市恒升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57 杨晓鹏 扬州祥达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58 陈雷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 159 沈玉亮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无锡 160 王荣荣 江苏雯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 161 唐晓强 江苏天地通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 162 陈量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