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成绩

1 谢超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中科大校友创新园13号楼 合格
2 常宁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中科大校友创新园13号楼 合格
3 陈冬冬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中科大校友创新园13号楼 合格
4 王淑云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中科大校友创新园13号楼 合格
5 刘艳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中科大校友创新园13号楼 合格
6 姜德涛 北京北分麦哈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１６０号 合格
7 任亮 北京蓝色星语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竺园路天竺综合保税区泰达融科园 不合格
8 何超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曹娥江路22号 合格
9 朱荣宾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曹娥江路22号 合格
10 罗帆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曹娥江路22号 合格
11 董洋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曹娥江路22号 合格

12 诸葛子阳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曹娥江路22号 合格

13 洪涛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曹娥江路22号 合格
14 赵宽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曹娥江路22号 不合格

15 黄生平 毕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520-1号（毕节市

生态环境局）
合格

16 张昊哲 成都海兰天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朋大道11号C座4楼，海兰天澄 合格
17 许晓光 承德市生态环境局监控中心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上河新城Es1栋环保大楼 合格

18 李丰 大连诚泽检测有限公司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光悦路1号
合格

19 王思 定边环境监测站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西环路中段定边环境监测站 合格
20 林锐 福建省闽环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飞北路400号核应急指挥 合格
21 买玉斌 固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南关路34号固原市生态环境监 合格
22 黎秋文 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滘西路300号3楼 合格
23 宿金鹏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24 周志明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25 李学科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26 陈礼胜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27 林智恒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28 王坤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29 赖紫晴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30 郭德音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31 钟银平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32 雷晓君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33 李永兴 广东盈领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江村村慧商路8号 合格

34 玉焕祥 广西国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贵港市港北区西江产业园西区西六路与西三路交

叉处东北角四楼
合格

35 李玉云 广西三达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南宁市友爱北路19号 合格
36 梁韬 广西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89号D-2区14、15号 合格
37 杨志业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7号亿牛大厦 合格
38 李晓斌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7号亿牛大厦 合格
39 刘栩丞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7号亿牛大厦 合格
40 曾挺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7号亿牛大厦 合格

41 许安顺 杭州春来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至仁街22号1幢3

楼301室
合格

42 郑亚梅 杭州谱育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760号 合格
43 胡臣豪 杭州谱育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760号 合格
44 洪志勇 杭州谱育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760号 合格

45 程磊 合肥海正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

二期F5栋12层
合格

46 蒋治豪 合肥海正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

二期F5栋12层
合格

47 白雨 河北德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迁安市东部工业区建设路3021-106号 合格

48 郭凯 河北华厚天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和谐大街19号中小企业加速

器园区2-c
合格

49 聂鑫 河北华厚天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和谐大街19号中小企业加速

器园区2-c
合格

50 郭亚光 河北中旭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昌盛大街50号河

北中旭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51 张丽旭 河南摩尔检测有限公司
 洛阳市老城区九都东路定鼎立交桥东500米恒星

商务楼    
合格

52 韩晓霞 河南乾蓝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阳市华豫工业园商住楼4号楼4单元河南

乾蓝检测
合格

53 钱亚涛 河南人久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经南五路16号4号楼2楼

河南人久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合格

54 朱倩怡
黑龙江开拓创新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龙沙区 喜庆路 南部湾广

场4号楼102室
合格

55 朱志伟 黑龙江蔚风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翡翠城9号楼3号商服 合格
56 冯捷 湖州利升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区 八里店镇 科创园C幢610 合格
57 李宁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科技园1栋6楼 合格



58 周杨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科技园1栋6楼 合格
59 谢飞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科技园1栋6楼 合格
60 李清询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科技园1栋6楼 合格
61 荣志纯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科技园1栋6楼 合格
62 蒋桂楼 江苏方正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黄河南路60号 合格

63 施洁民 江苏国技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马塘路65号 江苏国技仪

器有限公司
合格

64 李振东 江苏国技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马塘路65号 江苏国技仪

器有限公司
合格

65 徐熠炜 江苏国技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马塘路65号 江苏国技仪

器有限公司
合格

66 胥乐 江苏国技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马塘路65号 江苏国技仪

器有限公司
合格

67 张璐 江苏国技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市 昆山市 马塘路65号 江苏国技仪

器有限公司
合格

68 李程 江苏国正检测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海州区晨光路2号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南楼5楼507室  
合格

69 殷磊 江苏秋泓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湖塘科技产业园A3 二层 合格
70 施文莉 江苏秋泓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湖塘科技产业园A3 二层 合格
71 王清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昌南路78号 合格
72 张洋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昌南路78号 合格
73 祁凡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昌南路78号 合格
74 杨涛涛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75 夏城飞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76 邵祥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77 李央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78 缪强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79 堵佛龙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80 陆嘉祺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81 薛聪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B座3楼、4楼； 合格
82 聂荣辉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2466号 合格
83 段志娟 辽宁标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族旺路2号辽宁标普    合格
84 张源 洛阳嘉清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B区1号楼四 合格
85 张蒙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监测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市生态环境局 合格
86 尹书明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监测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市生态环境局 不合格
87 钱凤珍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监测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市生态环境局 合格
88 张洁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监测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市生态环境局 合格

89 赵文娜 宁夏安谱检测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丽景北街66-1号3楼308  收件人：

18095144190
合格

90 马海勇 宁夏安谱检测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丽景北街66-1号3楼308  收件人：

18095144190
合格

91 夏青 宁夏中科精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南街中国科学院银川科技

创新与产业育成中心4层417-418号
合格

92 邵强 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临沂应用科学城1

号加速器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93 董广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50号 合格
94 王伟伟 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219号 同济测试6 合格

95 孙忠良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泰国工业园宁波路258号 山

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96 张子明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泰国工业园宁波路258号 山

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97 张后滕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泰国工业园宁波路258号 山

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98 董金立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泰国工业园宁波路258号 山

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99 王晓伟 山东永妥职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玉清社区玉泉路518

号玉清大厦9楼
合格

100 孙奇 山东永妥职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玉清社区玉泉路518

号玉清大厦9楼
合格

101 杨浩勇 山西昌兴同创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省忻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中路恒旺绿洲院 合格
102 杨海波 上海昂索分析仪器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杨辉路800弄199号 合格
103 赵亮 上海天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一路45号一号楼5层天复检测 合格
104 祁成达 上海天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一路45号一号楼5层天复检测 合格
105 甘雅成 上海仪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4289号303室 合格
106 皮东朋 上海仪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4289号303室 合格
107 龚磊 上海仪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4289号303室 不合格
108 王斌 上海仪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4289号303室 不合格
109 王成威 上海仪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4289号303室 不合格
110 张忠尧 上汽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轩盛路16号 合格
111 周起 四川嘉瑞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2号力宝大厦北区 合格
112 李庭文 四川嘉瑞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2号力宝大厦北区 合格
113 谢科 四川嘉瑞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2号力宝大厦北区 合格



114 张和平 四川嘉瑞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2号力宝大厦北区 合格

115 雷静 四川力博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成宏路72号2号

楼16、17号
合格

116 刘佳松 四川力博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成宏路72号2号

楼16、17号
合格

117 罗维 四川力博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成宏路72号2号

楼16、17号
合格

118 敬松 四川力博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成宏路72号2号

楼16、17号
合格

119 周乐用 四川力博检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成宏路72号2号

楼16、17号
合格

120 郭燕 四川省成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海桐街69号 合格
121 庞亮 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52号珠宝中心1栋20 合格
122 张肖平 四川先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节能大道100号 不合格
123 张双庆 四川先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节能大道100号 合格

124 谭俊平 四川盈科节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车子镇孵化港盛泰孵化港10

楼1005室
合格

125 陈科汝 四川盈科节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车子镇孵化港盛泰孵化港10

楼1005室
合格

126 王俊华 四川盈科节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车子镇孵化港盛泰孵化港10

楼1005室
合格

127 崔玉民 四川中环众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87号火炬二期9栋2单 合格
128 戴先青 四川中环众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87号火炬二期9栋2单 合格
129 杨君 四川中环众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87号火炬二期9栋2单 合格
130 蒋禄利 四川中环众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87号火炬二期9栋2单 合格

131 于晓飞 泰思特（青岛）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松园路17号青岛市工业技术

研究院C区C1楼313室
合格

132 王友军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中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晓园东路5号环境保护监测 合格
133 赵文丽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历黄路北首豪鲁商厦3楼72 合格
134 朱兴润 望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 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枫林小区公租房 合格
135 李建刚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新疆乌鲁木齐市四平路728号环境监测中心站 合格
136 吴晗 无锡新视野环保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长江路1号茂业百货8号楼2018 合格
137 骈勇 无锡新视野环保有限公司 无锡市新吴区长江路1号茂业百货8号楼2018 合格

138 李仁财 武汉博源中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生物医药产业

园二期B08栋
合格

139 蒋柳权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业

病防治所
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建筑西巷12号 合格

140 郭德鹏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业

病防治所
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建筑西巷12号 合格

141 冯作钦 新疆广宇众联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新疆库尔勒市石化大道库尔勒晚报大厦新疆广宇

众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42 何泽余 云南碧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云上小镇5栋3楼

云南碧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43 黄睿 云南碧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云上小镇5栋3楼

云南碧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44 王礼权 云南碧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云上小镇5栋3楼

云南碧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45 李军 中检（深圳）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红花岭工业南区闽利达工业园

二楼（留仙大道1195号）
合格

146 刘德成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展有限 苏州工业园区展业路18号中新生态科技城C-115 合格
147 沈佳祺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展有限 苏州工业园区展业路18号中新生态科技城C-115 合格
148 马欣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33号院   合格
149 李雯 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坪港城污水处理厂五楼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