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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溧阳 1 陈梦涛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2 严标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3 郭佳佳 江苏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4 吴进 江苏达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 王佳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常熟分院）
常州溧阳 6 张铭枫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7 张艳红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8 孔啸 江苏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泰州分院靖江所
常州溧阳 9 蒋豪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10 杨斌 江苏省电梯及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常州溧阳 11 占龙杨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12 高小冬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13 周凯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14 胡晓庆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常熟分院
常州溧阳 15 吴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常州溧阳 16 丁杰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常州溧阳 17 张超 江苏雯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8 朱冠华 江苏智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9 温敏 江苏中大华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20 张学忠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21 仇兴仙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22 汪能超 南京安诺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23 李跃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24 张俊峰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25 李天印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26 王康 南京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27 谢发浩 南京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28 陈鹏 南京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江北检验中心
常州溧阳 29 陶勇明 南京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30 邱建伟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31 吴传明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常州溧阳 32 贾发斌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常州溧阳 33 戈勇 上海三菱电梯江苏分公司
常州溧阳 34 徐丹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35 陈亚晨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36 史云峰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37 朱志超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38 朱清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39 王业静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40 曾宇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41 吴祥海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42 闻健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43 高维严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44 李东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45 王峰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常州溧阳 46 沈家正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宿迁分院
常州溧阳 47 刘家权 江苏金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48 童建锋 江苏金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49 陆加金 江苏金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0 金连旺 江苏金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1 顾晨 江苏金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2 狄翔翔 江苏省方正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3 滕明 江苏省方正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4 徐广均 江苏省方正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5 傅建双 江苏省方正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6 刘苏云 江苏省方正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7 梁海洋 江苏省方正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8 丁德金 江苏省方正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59 张生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0 卞军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1 刘虎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2 葛俊伦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3 陈超炜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4 张强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5 肖然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6 李政霖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7 袁伟彬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8 刘浩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69 张天楠 京东物流
常州溧阳 70 张开 宿迁市顺通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71 庄自严 宿迁市顺通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72 陈建邦 宿迁市顺通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73 徐瑞 宿迁市顺通特种设备考试机构
常州溧阳 74 陈闯 宿迁市顺通特种设备考试机构
常州溧阳 75 刘超 宿迁市阅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76 史腾飞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77 孙楠楠 江苏永晋控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78 耿慧 江苏永晋控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79 张新 江苏永晋控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80 李思宁 江苏永盛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81 汤勋 江苏召邦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82 李振伟 江苏召邦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83 宋卫国 江苏召邦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84 周守伟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85 于维陆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86 曹文革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87 胡国胜 山东鲁浙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88 丁雪峰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89 魏林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90 张冠涛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91 杜祥龙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92 张军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93 刘磊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常州溧阳 94 才智 升华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95 王振 徐州北安华电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96 徐静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97 范勇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98 薛傲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99 邵小明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0 侯安稳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1 许飞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2 王锁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3 张学标 徐州华昌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4 王益铖 徐州龙华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5 孟智慧 徐州市建设工程检测中心
常州溧阳 106 柳方然 徐州市上菱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7 吴耐 徐州市上菱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8 杨泽晨 徐州市上菱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09 石祥通 徐州市特种设备安全协会
常州溧阳 110 郑卉青 徐州市腾讯安达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11 耿广斌 徐州永安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12 孙威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常州溧阳 113 黄玉伟 淮安润通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14 顾建勋 淮安市荣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15 何梦颖 淮安市荣鑫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16 朱敏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常州溧阳 117 杨国将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常州溧阳 118 刘帅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常州溧阳 119 纪明杨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常州溧阳 120 刘飞跃 信达科创（唐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21 周德芳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22 王苑东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23 王文娟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124 杨程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常州溧阳 125 罗洁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镇江分院
常州溧阳 126 徐文涛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镇江分院
常州溧阳 127 王雪松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常州溧阳 128 江潮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常州溧阳 129 贾驰原 镇江菱通电梯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0 王雨 镇江南徐中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1 刘浩然 江苏省特检院连云港分院
常州溧阳 132 顾跃斌 江苏西德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3 王东 连云港市华泰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4 祁立奎 连云港市九龙世贸城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5 姚枫 天网天益网络服务连云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6 陈新生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常州溧阳 137 宋海良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8 顾伟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39 嵇海奇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0 魏冬冬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1 徐明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2 季杰 江苏和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3 王海俊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4 丁杰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5 冒国锋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6 尤亚洲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7 陈宇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8 苏旦东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49 田泽飞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0 傅艳红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1 范晶鑫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2 钱程程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3 徐兵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4 王智政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5 陈江浩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6 林春华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7 李飞飞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8 薛海建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59 张文雨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0 孙佳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1 吴红军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2 包镇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3 徐红桥 江苏精英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4 曹彧 江阴陆洋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5 丁红林 南通安川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6 许陈彬 南通安川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7 符亚平 南通安顺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8 冯文星 南通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69 武甲田 南通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0 陈法洋 南通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1 陈建华 南通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2 秦峰 南通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3 崔泽星 南通富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4 周翔 南通富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5 曹明明 南通富达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6 蒋莲 南通高翔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7 田小燕 南通高翔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8 曹钟辉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79 王诗琪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80 季钒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81 孙健 南通速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82 翟文立 南通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83 戴林飞 南通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84 庞润泽 南通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85 何然飞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常州溧阳 186 陆俊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常州溧阳 187 徐澎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常州溧阳 188 徐晓乐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常州溧阳 189 王小胜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90 周秀俊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常州溧阳 191 茅颖杰 招商局邮轮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92 梅光远 中星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93 丁大伟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94 金鑫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 195 徐坛城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