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成绩

1 韩正松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石城大道电子工业园 合格

2 赵静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8号 合格

3 郑应俊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8号 合格

4 孙永亮 安荣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9号中国无线谷B4栋3

楼安荣信
合格

5 赵亚坤 北京曼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欧森工业园

北京曼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6 宋跃 北京瑞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科创业大厦14层 合格

7 郭宏志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

环境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甲2号院 合格

8 韩江月 北京泰时康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西三旗建材城西路新龙大厦B2

802
合格

9 张旭龙 北京万维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七北路TBD云集中心2

号楼C座305室
合格

10 吕林君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双营西路88号院 北京雪

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 杨东莹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双营西路88号院 北京雪

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 江春雷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双营西路88号院 北京雪

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3 钟翼群
碧兴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二路润恒鼎丰产

业园2栋3楼
合格

14 伍志平
碧兴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二路润恒鼎丰产

业园2栋3楼
合格

15 张济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16 李传贤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17 沈春明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18 周文全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19 姜诗勇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0 赵强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1 江文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2 赵甫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3 陈泓禹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4 李兴全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5 王金娥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6 潘敏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长扬路9

号a6栋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7 肖尚鹏 德国比勒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稻香湖路绿地中央广场3

号楼904
合格

28 孙文帅 德睿测量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微山湖西路瀚林国际14

栋
合格

29 杨顺潮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科泓路1号佛山市南华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0 李有炳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科泓路1号佛山市南华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31 苏文渐 福建省华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陂街道龙州工业园民

园路21号A栋第5-7层
合格

32 叶云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景东路218号信华花园 合格

33 谢奕标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景东路218号信华花园 不合格

34 李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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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周四宝 广州市福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禅城区塱宝西路60号欧洲工业园2座

6楼
合格

36 葛浩 杭州春来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至仁街22号1幢 不合格

37 张学建 杭州禾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禾风科技园禾风

科技2楼
合格

38 顾蕾 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康桥工业园区康景路18

号 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9 姜雪娇 杭州朋谱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3号C幢804 合格

40 王增辉 杭州瑞晓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567号新

东方国际科技中心20楼
合格

41 何林 杭州瑞晓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567号新

东方国际科技中心20楼
合格

42 张彦会 河北其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裕华区闽江道69号东创商务A座11层 合格

43 檀永攀 河北其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裕华区闽江道69号东创商务A座11层 合格

44 鲁鹏 河南华谱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第八大街经南五路金盾

商务
合格

45 廖东夏 贺州市君璟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七星新城二期4-1-406 合格

46 阮久红 湖北省盈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世贸中心K座

1102室
合格

47 廖伟 湖北省盈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世贸中心K座

1102室
合格

48 孙学文 湖北省盈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世贸中心K座

1102室
合格

49 赵宇涵 华电智控（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七北路TBD云集中心2

号楼C座305室
合格

50 宋微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1 国营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2 李京瑾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3 赵国君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不合格

54 丁晓鹏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5 栗志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6 刘兆煐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7 李楠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8 敬振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59 赵宇光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60 于舰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61 杨华 吉林省长春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卫星路7930号 合格

62 李斐 江苏博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锦州街9号 合格

63 陶振 江苏国正检测有限公司江苏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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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陆文涛 江苏海兰达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运河路198号8栋 合格

65 赵晖 江苏海兰达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运河路198号8栋 合格

66 杨振宇 江苏海兰达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运河路198号8栋 合格

67 杨耀程 江苏海兰达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运河路198号8栋 合格

68 郭勇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光电一路8号

合格

69 谢志敏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光电一路8号

合格

70 严春杰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光电一路8号

合格

71 吴兆国 江苏聚源中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爱陵路88号国

昌产业园B10背面
合格

72 陈盛峰 江苏尚维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苏锡通科技产业园清枫路203号 合格

73 朱潇磊 江苏尚维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苏锡通科技产业园清枫路203号 合格

74 徐宏飞 江苏尚维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苏锡通科技产业园清枫路203号 合格

75 郭军军 江苏尚维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苏锡通科技产业园清枫路203号 合格

76 黄海 江苏天呈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阴市砂山路85号百桥生物园B座215 合格

77 王松 江苏天呈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阴市砂山路85号百桥生物园B座215 合格



78 朱煜 江苏天呈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阴市砂山路85号百桥生物园B座215 合格

79 沈辉 江苏天呈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阴市砂山路85号百桥生物园B座215 合格

80 殷铀晨 江苏天呈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阴市砂山路85号百桥生物园B座215 合格

81 韩高锋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不合格

82 薛鹏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83 徐军军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84 栾旭东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85 李雷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86 程晗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87 刘宇泓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88 成升文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89 张永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90 彭建波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91 杜淋博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92 宁业彩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1888号 合格

93 李军东 江苏众力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市花桥镇金星路18号花桥国际创新

港A11幢302室
合格

94 庄德奎 江苏众力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市花桥镇金星路18号花桥国际创新

港A11幢302室
合格

95 陈英帅 江苏众力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市花桥镇金星路18号花桥国际创新

港A11幢302室
合格

96 赖敏 江西天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安源工业园CD区2号5楼 不合格

97 于洋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阴市砂山路85号百桥生物园B座215 合格

98 鲁志伟
锦州华冠环境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解放西路63号 合格

99 严浩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668号 力合科技

（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0 张晶 连云港冷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东盛名都广场B座415 合格

101 周现春 连云港冷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东盛名都广场B座415 合格

102 徐天宇 连云港冷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东盛名都广场B座415 不合格

103 宋梦迁 连云港冷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东盛名都广场B座415 合格



104 于江涛 连云港冷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东盛名都广场B座415 合格

105 张钊 辽宁汇智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长青南街135-22号

（301）
不合格

106 李野
辽宁省环保集团科源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同江街15-1号汇宝国际

花园A区11号楼
不合格

107 苏枞枞 辽宁省沈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沈阳市全运三路98号环保大厦B座 合格

108 任甜 辽宁省沈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沈阳市全运三路98号环保大厦B座 合格

109 赵全 辽宁省沈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沈阳市全运三路98号环保大厦B座 合格

110 张嘉琦 南京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南京大学仙林

校区勇园快递站
不合格

111 董雷鸣 南京港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清水亭西路2号百家湖科技产业

园18栋东2层南京港能
合格

112 腾谦 南京聚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爱陵路82号聚格 合格

113 朱方方 南京聚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爱陵路82号聚格 合格

114 丁天翔 南京康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六新路1202号1

栋
合格

115 杨文飞 南京康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六新路1202号1

栋
合格

116 曹慧芹 南京柯普士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凤集大道15号创业创

新城31幢A区8栋134室
合格

117 张爱丽 南京柯普士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凤集大道15号创业创

新城31幢A区8栋134室
合格

118 张学涛 宁夏元创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第三污水处理

厂办公楼
合格

119 张家坤 宁夏元创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第三污水处理

厂办公楼
合格

120 徐研 青岛博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莱西市经济开发区温州路1号 青

岛博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21 胡晓强 青岛博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莱西市经济开发区温州路1号 青

岛博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22 郝现杰 青岛博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莱西市经济开发区温州路1号 青

岛博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23 赵斌 青岛和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山河路702号lavie公社

2-101
合格

124 王新国 青岛吉美来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是崂山区科苑纬三路2-1号1号楼

二楼
合格

125 梅金 青岛明德环保仪器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山河路702号66

号楼
合格

126 徐山波 青岛容广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仙山东路30号 合格

127 张斌 青岛容广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仙山东路30号 合格

128 肖凯璇 青岛顺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天康路118号青

岛顺昕电子
合格

129 张嫔婕 赛莱默分析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

汇龙森科技园18幢2101室
合格



130 袁陆军 赛莱默分析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

汇龙森科技园18幢2101室
合格

131 方军 赛默飞世尔（苏州）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新区泰山路158号 不合格

132 朱新威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洪山北路99号 不合格

133 廖志杰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34 汪水吉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35 郑丹烨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36 翁灼斌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37 何春茂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38 吴晓炜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39 崔建平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40 郑传炳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41 林立铭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3号

楼704室
合格

142 刘冰 山东浩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20号 不合格

143 郭海 山东浩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20号 合格

144 王海峰 山东浩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20号 合格

145 薛宝 山东浩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20号 合格

146 马荣 山东浩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20号 合格

147 张进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48 常文豪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49 张鑫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0 贾明禧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1 宗鑫乐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2 闫永前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3 于良鑫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4 许野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5 赵龙飞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6 张忠泽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14号 合格

157 张强 山东汇智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信发街道县城西铝城路

北茌新河东
合格

158 仝西勇 山东新泽仪器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蓝翔中路时代总部基地

四期G3-102
合格

159 王斌 山东新泽仪器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蓝翔中路时代总部基地

四期G3-102
合格

160 杜文龙 山东新泽仪器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蓝翔中路时代总部基地

四期G3-102
合格

161 亢竑图 山西洁美宇科技有限公司
万柏林区南内环西街与千峰南路交叉口润景

园著9号楼1单元1层202室 不合格

162 师翰志 山西鑫华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市君豪御园二期C区

13号楼2单元102室
合格

163 牛周犇 山西鑫突破运维服务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运城经济开发区港府大道际华

工业物流园1号楼408
合格

164 沈奕 上海百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1289弄26号楼1205室 合格

165 刘松山 上海百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1289弄26号楼1205室 合格

166 蒋姚磊 上海百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1289弄26号楼1205室 合格

167 李鹏 上海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图路33号2幢 合格

168 杨泽鹏 上海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图路33号2幢 合格

169 孙浩 上海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图路33号2幢 合格

170 丁超 上海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图路33号2幢 合格

171 陈家惠 上海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图路33号2幢 合格

172 赵志乾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73 郑伟健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74 王文豪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75 吴庞博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不合格

176 袁伟健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77 熊文昌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78 唐伟超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79 徐桂梅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80 张超敏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81 燕海鹏 上海博取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天高路601号3楼 合格



182 张志 上海昶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66号海悦天

地F座1518
不合格

183 朱琪美 上海太开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路1551弄虹桥国际大厦4号608室 合格

184 冯园兵 深圳市翠云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西湖塘街9号

办公楼三楼
合格

185 王宗雨 深圳市天地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24号海岸环庆大厦20楼 合格

186 龚天泽 深圳市天地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24号海岸环庆大厦20楼 合格

187 马书永 深圳市天地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24号海岸环庆大厦20楼 合格

188 陈磊 深圳市天地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24号海岸环庆大厦20楼 合格

189 於伟光 深圳市天地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24号海岸环庆大厦20楼 合格

190 肖轶楚 深圳市天地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24号海岸环庆大厦20楼 合格

191 黄俊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同富裕工业区六栋四楼 合格

192 张敏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同富裕工业区六栋四楼 合格

193 王志苗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同富裕工业区六栋四楼 合格

194 何姝 深圳市宇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同富裕工业区六栋四楼 合格

195 胡国风 四川久环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树高卡地亚B区-3栋 不合格

196 冯家敏 四川久环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树高卡地亚B区-3栋 合格

197 李国强 四川久环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树高卡地亚B区-3栋 合格

198 曹建平 太仓创造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新毛电站村利民路5号 合格

199 张新龙 太原海纳辰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武宿综合保税区庆云街

19号
合格

200 王元升 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

海泰绿色产业基地M6座101室
合格

201 陈思麟 温州市节能环保设计研究院 温州市汤家桥北路典雅花园15幢202室 合格

202 仲伯诚 无锡创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园经济开发区标6二

楼，无锡创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03 邵帅 无锡创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园经济开发区标6二

楼，无锡创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04 丁律 无锡创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园经济开发区标6二

楼，无锡创晨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05 胡丛新 武汉晟诺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3路28号融达

园区
合格

206 艾浩淼 武汉晟诺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3路28号融达

园区
合格

207 张俊龙 武汉敢为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汤逊湖北路8号长城

创新科技园1号标准厂房B栋3层
不合格



208 潘怡沛 武汉聚合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40号葛洲

坝太阳城21-2-503
合格

209 刘良辉 武汉聚合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40号葛洲

坝太阳城21-2-503
合格

210 王丹平 西安凌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灞柳二路369号 西安凌仕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11 黄文滔 浙江博瑞思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康路308号聚

才大厦2幢509室
不合格

212 潘林立 浙江微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科技园西园四路2号2幢4-5

楼 浙江微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13 杨厚超 浙江微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科技园西园四路2号2幢4-5

楼 浙江微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214 丁同生 镇江能研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芳满庭生态科技园E区一

幢108号
合格

215 喻大伟 郑州市普惠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药厂街大学科技园西区2号厂房

C座4楼北
合格

216 谭楠
中科新天地（合肥）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2666号中科院合

肥创新院7层。
不合格

217 章超
中科新天地（合肥）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2666号中科院合

肥创新院7层。
合格

218 李正烨 中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高新技术开发

区
中心街山西环保科技园

合格

219 傅铁柱 中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高新技术开发

区
中心街山西环保科技园

合格

220 张鹏 中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高新技术开发

区
中心街山西环保科技园

合格

221 郭新闻 中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高新技术开发

区
中心街山西环保科技园

合格

222 刘景潇 中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高新技术开发

区
中心街山西环保科技园

合格

223 尹磊 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61号四号厂房

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合格

224 裴建军 河南省奥瑞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二十二大街中兴环保产

业园5号楼
合格

225 李珂 河南省奥瑞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二十二大街中兴环保产

业园5号楼
合格

226 亢福慧 河南省奥瑞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二十二大街中兴环保产

业园5号楼
合格

227 陆徐花 南京霍普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9号星智汇商

务花园10栋
合格

228 邢威 南京霍普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9号星智汇商

务花园10栋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