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邮寄地址 成绩

1 林滢滢 澳門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澳門

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不合格

2 黃杰勇 澳門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澳門

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不合格

3 梁家誠 澳門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澳門

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不合格

4 孫文威 澳門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澳門

發展及質量研究所
不合格

5 管军 北京鹏宇昌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盐滩村35号 合格

6 章俊平 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阳市城厢街道万融凯旋

城万融超市
不合格

7 沈琦 常州蓝之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11号15楼 合格

8 张丹丹 常州蓝之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11号15楼 合格

9 蒋雪萍 常州蓝之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11号15楼 合格

10 刘念慈 福建吉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F区4

号楼15层
合格

11 翁竞 福建吉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F区4

号楼15层
合格

12 吴荣芳 福建吉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F区4

号楼15层
合格

13 庄海滨 福建吉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F区4

号楼15层
合格

14 刘翼泽 福建吉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F区4

号楼15层
合格

15 梁汉芳 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市邕宁区蒲津路38号 不合格

16 乔佳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1
号开发区企业加速器A6栋1楼

合格

17 王沛涛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1
号开发区企业加速器A6栋1楼

合格

18 雷志鹏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1
号开发区企业加速器A6栋1楼

合格

19 毕燕茹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1
号开发区企业加速器A6栋1楼

合格

20 杨凤宇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1
号开发区企业加速器A6栋1楼

合格

21 王俊
贵州中节能天融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70号 不合格

22 高富雳
贵州中节能天融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70号 不合格

23 刘艇
贵州中节能天融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70号 不合格

24 冯祖应
贵州中节能天融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70号 不合格

25 陆庆强
贵州中节能天融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70号 不合格

26 罗文君
贵州中节能天融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70号 不合格

27 冯祖波
贵州中节能天融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70号 不合格

28 王堂平 海南昊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三
路2号海南数据谷二号营地5楼

不合格



29 符振民 海南信天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三
路2号海南数据谷二号营地5楼

不合格

30 韩振鑫 汉中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东路东

城世纪园A-1号楼1001号
合格

31 方强 汉中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东路东

城世纪园A-1号楼1001号
合格

32 彭玉龙 汉中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东路东

城世纪园A-1号楼1001号
合格

33 牟坤 汉中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东路东

城世纪园A-1号楼1001号
合格

34 刘伟 汉中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东路东

城世纪园A-1号楼1001号
合格

35 何林 杭州瑞晓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567
号新东方国际科技中心20层

合格

36 李素静 杭州瑞晓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567
号新东方国际科技中心20层

合格

37 徐振宇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不合格

38 姜超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合格

39 吴隆标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合格

40 董晓乾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合格

41 商祎豪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合格

42 李建辉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合格

43 王艳强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合格

44 汪涛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不合格

45 洪兴威 杭州微智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6
号3幢3层（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合格

46 王传 合肥御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F3-806 

合格

47 师尊祥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48 周子豪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49 张林林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50 卜明娜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51 宇文辉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52 张子晗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53 王晓宁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54 李东龙 河北冠之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小区7-2-

602
合格

55 王俊栋 河北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南大街

九号中国银行三楼 
合格

56 王利永 河北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南大街

九号中国银行三楼 
合格

57 檀硕谦 河北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南大街

九号中国银行三楼 
合格

58 韩志周 河北锦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中华南大街

九号中国银行三楼 
不合格

59 轩晓岩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0 杨一顺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1 王川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2 吴贺男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3 杨泽锋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4 刘浩东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5 王彤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6 赵斌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7 闫子晗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8 焦凡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69 张旭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70 王建辉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71 陈成功 河北兰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199号华海

环球广场B1006 
合格

72 余光辉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73 贾学军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74 余涛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75 申智慧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76 杨腾飞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77 王永飞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78 赵亚洲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79 郭凯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80 高勇 河北赛默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栾城区装备制造园区机

械路8号
合格

81 李姣夺 河北省冀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
155号星际未来中心19层1909 

合格

82 石汝川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不合格

83 王哲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84 程泽浩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85 刘策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86 平洋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不合格

87 荆兆森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88 贾寓翔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89 靳树超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90 房敏军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91 刘金永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不合格

92 张江民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93 赵凯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94 陈冠宇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湘江道

251号
合格

95 张剑平 河北中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永济东路93

号
合格

96 于洪浩 河北中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永济东路93

号
合格

97 罗飞 河南昌兴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宋城路131号（河南开元
空分集团有限公司院内东户三层

办公楼的二、三层）

合格

98 边牧原 河南昌兴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宋城路131号（河南开元
空分集团有限公司院内东户三层

办公楼的二、三层）

合格

99 许德奇 河南昌兴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宋城路131号（河南开元
空分集团有限公司院内东户三层

办公楼的二、三层）

合格

100 王睿琪 河南昌兴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宋城路131号（河南开元
空分集团有限公司院内东户三层

办公楼的二、三层）

合格

101 武锐杰 河南昌兴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宋城路131号（河南开元
空分集团有限公司院内东户三层

办公楼的二、三层）

合格

102 王梦龙 河南昌兴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宋城路131号（河南开元
空分集团有限公司院内东户三层

办公楼的二、三层）

合格

103 郭凯洋 河南宸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经济开发
区潮河街道建正东方中心A座

1502号 

合格

104 王振利 河南宸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经济开发
区潮河街道建正东方中心A座

1502号 

不合格

105 张天星 河南海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公园

北大街2号
合格

106 姚启明 河南海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公园

北大街2号
合格

107 曹永杰 河南海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公园

北大街2号
合格

108 马腾 河南海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公园

北大街2号
合格

109 邓旭波 河南海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公园

北大街2号
合格



110 刘来定 河南省华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59号 不合格

111 余泽龙 河南省华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59号 不合格

112 赵瑞星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合格

113 黄勇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合格

114 武坤杰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合格

115 王东文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合格

116 雒原洪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不合格

117 马明智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合格

118 景昱理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合格

119 张桥鹏 河南鑫福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福禄街奥兰

大厦8楼 
合格

120 朱贺森 河南雪城软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环保局四楼

412班公室 
合格

121 焦章茂 河南雪城软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汉威电子产

业园7#12A层 
合格

122 蒲琳 河南雪城软件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汉威电子产

业园7#12A层 
合格

123 周亚欢 湖南三德盈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558号
合格

124 高扬 湖南纵邦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
金星南路300号公园道大厦第1#

幢14层1402房

合格

125 覃双飞 湖南纵邦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
金星南路300号公园道大厦第1#

幢14层1402房

合格

126 于源 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668

号办公楼3楼304室 
合格

127 徐荣国 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668

号办公楼3楼304室 
合格

128 刘国强 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668

号办公楼3楼304室 
合格

129 闫金强 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668

号办公楼3楼304室 
合格

130 孙传军 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668

号办公楼3楼304室 
合格

131 杜洪帅 嘉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668

号办公楼3楼304室 
合格

132 金晓丹 江苏常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

号2102
不合格

133 吴晴 江苏常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

号2102
不合格

134 季瑾 江苏常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

号2102
合格

135 徐进 江苏常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

号2102
合格

136 马添翼 江苏常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

号2102
不合格

137 刘峰 江苏常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

号2102
合格

138 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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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王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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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李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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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侯同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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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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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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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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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

145 赵泽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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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潘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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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张诚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合格

148 孙文超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合格

149 董光积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合格

150 郭有定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合格

151 吴兵生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合格

152 郑家贵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不合格

153 刘飙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合格

154 赵志恒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

大道2466号聚光物联 
合格

155 熊风 喀什纳杰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经济开发区
深喀大道深圳城3号楼12-4-2  

合格

156 王鑫 南京浦蓝大气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浦滨路320号科创

一号大厦A座22楼 
合格

157 郑新飞 南京浦蓝大气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浦滨路320号科创

一号大厦A座22楼 
合格

158 丁柯 南京浦蓝大气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浦滨路320号科创

一号大厦A座22楼 
不合格

159 张业峥 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椒

园社区27号楼
不合格

160 李全海 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椒

园社区27号楼
不合格

161 毛永涛 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椒

园社区27号楼
合格

162 李建平 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椒

园社区27号楼
不合格

163 陈朝阳 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椒

园社区27号楼
不合格

164 何宇啸 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街道椒

园社区27号楼
不合格

165 汤桉睿 黔西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沙井街71

号黔西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不合格

166 王仕达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67 吴建波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68 郑昌涌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69 姜建清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0 罗志明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1 刘创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2 伊丹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3 何婷婷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4 王端超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5 马剑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6 张翔宇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399号9号

楼3楼 
合格

177 冉茅 厦门町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599号金

福汇商务楼3号楼702 
合格

178 郑星垚 厦门町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599号金

福汇商务楼3号楼702 
合格

179 苏靖烨 厦门町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599号金

福汇商务楼3号楼702 
合格

180 梁磊磊 山西鼎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汇鑫大厦11

层
合格

181 薛敬衡 山西鼎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汇鑫大厦11

层
合格

182 樊珂 山西鼎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汇鑫大厦11

层
合格

183 侯媛媛 山西鼎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汇鑫大厦11

层
合格

184 史晓鹏 山西鼎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汇鑫大厦11

层
合格

185 李志强 山西优泽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自来水小区

南鑫禧汽修院内
合格

186 刘杰 山西优泽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自来水小区

南鑫禧汽修院内
合格

187 高文强 山西优泽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自来水小区

南鑫禧汽修院内
合格

188 张奋 山西优泽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自来水小区

南鑫禧汽修院内
合格

189 施阳苗 上海宝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丰福路599

弄23号602室
合格

190 陈佳昊 上海建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富路 568号生态

楼3楼 
不合格

191 吴鹏 上海清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崮山路930号院

内5号楼 
不合格

192 陈成坤 上海清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崮山路930号院

内5号楼 
不合格

193 于鹏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194 姜振辉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195 周玉武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196 孙涛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197 单政东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198 魏万岗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199 王剑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200 满奇宾 沈阳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

文峰大厦808b室 
合格

201 马林 四川恒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375号B

座3楼 
不合格

202 张权 四川恒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375号B

座3楼 
合格

203 赵稼明 四川恒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375号B

座3楼 
合格

204 刘燎燎 四川恒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375号B

座3楼 
合格

205 张真荣 四川恒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375号B

座3楼 
合格

206 闵伟 四川尚景齐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遂宁市新桥镇万丰超市 不合格

207 罗玉龙 四川省天鹏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川区一新国际E栋22-05  合格

208 谭能华 四川省天鹏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川区一新国际E栋22-05  合格

209 彭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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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杨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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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赵庆寿 太原百迅扬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纺织苑

c3---702 
合格

212 武瑞强 太原百迅扬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纺织苑

c3---702 
合格

213 田营 天利瑞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201-

50号西江苑别墅2楼
合格

214 任伟 天利瑞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201-

50号西江苑别墅2楼
合格

215 张枚 天利瑞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201-

50号西江苑别墅2楼
合格

216 贺斌 天利瑞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201-

50号西江苑别墅2楼
不合格

217 王云飞 天利瑞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201-

50号西江苑别墅2楼
合格

218 蒋俐伟 无锡市英曼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锦绣二村13栋 合格

219 周小田 西藏江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仙足岛

生态小区2区4排66号
合格

220 石高让 西藏江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仙足岛

生态小区2区4排66号
合格

221 白玛石达 西藏江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仙足岛

生态小区2区4排66号
合格

222 任云莲 西藏江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仙足岛

生态小区2区4排66号
合格

223 余轻游 西藏江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仙足岛

生态小区2区4排66号
合格

224 黄成路 西藏江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仙足岛

生态小区2区4排66号
合格

225 张豪 西藏江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仙足岛

生态小区2区4排66号
合格

226 冯维 新疆佳沃市政环保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南湖北路

海大酒店1703B
不合格

227 李辉 新疆佳沃市政环保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南湖北路

海大酒店1703B
不合格

228 薛建朝 新疆佳沃市政环保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水磨沟区南湖北路

海大酒店1703B
不合格



229 黄源 盐城盘龙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市亭湖区环保科技城创新中

心4楼408室 
合格

230 李阳权 在线监测科技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东联社区马

沙上胡村工业区A区25号7层
不合格

231 凡庆坤 郑州富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聚方

科技园A1西5楼 
合格

232 李保祥 郑州富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聚方

科技园A1西5楼 
合格

233 苏袁 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742号 不合格

234 张玉朋 重庆亿木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红光大道68

号理工雅苑11-12-2
不合格

235 李煜 华电智控（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温泉地区北京市海淀
区温泉镇高里掌路翠湖科技园1

号院7号楼

合格

236 李志刚 华电智控（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温泉地区北京市海淀
区温泉镇高里掌路翠湖科技园1

号院7号楼

合格

237 王文娟  华电智控（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温泉地区北京市海淀
区温泉镇高里掌路翠湖科技园1

号院7号楼

合格

238 郑传炳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

心3号楼704 
不合格

239 朱乃成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

心3号楼704 
不合格

240 蔡碰飞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

心3号楼704 
不合格

241 陈奕川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

心3号楼704 
不合格

242 姚志斌 厦门市吉龙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商务营运中

心3号楼704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