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水生生物监测培训班考试成绩单

学号 姓名 单位 地址 成绩

1 孙唯 盐城市盐龙湖饮用水源管理处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华

兴大道西首盐龙湖饮用水源管

理处

合格

2 孙佳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华

兴大道西首
合格

3 汪婷 江苏天参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王营街道

盐河工业园区长安路 118 号江苏

天参有限公司

合格

4 任翔 江苏天参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长安路 118

号江苏天参有限公司
不合格

5 付琼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启德置业

园 4栋 3楼
合格

6 王坤 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启德置业

园 4栋 3楼
不合格

7 阙江龙 江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富大有路

1099 号
合格

8 高亮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 85 号 B座

秋毫检测
合格

9 潘晓凤 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砂山路85号 B座 4

楼 316 室
合格

10 闫雪燕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卧龙路

1638 号南阳师范学院
合格

11 龚子乐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卧龙路

1638 号南阳师范学院
不合格

12 姚银磊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卧龙路

1638 号南阳师范学院
不合格

13 杨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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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楼采样部
不合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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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楼二楼采样部
合格

15 张亚
武汉中科瑞华生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

999 号武钢大厦 B座 17 楼
合格

16 王倩 河北科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宫北路

11 号
合格

17 李水清 河北科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宫北路

11 号 检测站
不合格

18 詹清雅 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一横

路 19 号美舍小区河湾别墅 15 栋
不合格



19 张聪 山东省烟台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青年南路

118 号烟台环境监测中心站 301

室

合格

20 李大命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南京市建邺区南湖东路 90 号江

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合格

21 李萍 烟台恒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江

路 131 号 13 楼
不合格

22 唐敏 烟台恒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江

路 131 号 13 楼
合格

23 曹海英 烟台恒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金沙江路

131 号普晟大厦 1306 室
不合格

24 张芳
青岛佳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收货人: 张芳 手机号码:

13863994281 所在地区: 山东

省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 青

不合格

25 廖芬 六盘水市环境监测站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明湖路

44 号（市环境监测站）
合格

26 张苓荣 北京师范大学芜湖驻点工作组
北京市昌平区北沙河西三路与

满井路交叉口北京师范大学 张

苓荣 18811702082

不合格

27 张丰博 兰州市环境监测站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家园 60

号
不合格

28 王俊杰 兰州市环境监测站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家园 60

号
不合格

29 唐坦 南京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栖霞区兰德地理信

息产业园 B 区 20 栋
合格

30 高登成 大理州洱海湖泊研究院
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镇鸡

足山路洱海庄园售楼部（州洱海

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指挥部）

合格

31 张爱 大理州洱海湖泊研究院
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镇鸡

足山路洱海庄园售楼部州洱海

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指挥部

合格

32 张爽 河北艾珂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南二环

滨河街 38 号滨河新城小区商务

楼一楼

不合格

33 贺彦菊 河北艾珂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滨河街

38 号滨河新城小区商务中心一

楼

不合格

34 张鹏飞 海南大学
海南省海南大学生命科学与药

学院
合格

35 李斌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文

澜楼 H109 李斌 19963890825
合格

36 林群
福建三明厚德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长安路 21

号 4 幢四层 1 号
不合格

37 吕晓燕
福建三明厚德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长安路 21

号 4 幢四层 1 号
不合格

38 郭萌萌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大街 131 号

众创大厦 23 层
合格



39 耿亦骁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南

大街 131 号 23 层
合格

40 谢多娇
海南天鸿市政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05 号百方广场百方大厦 26
合格

41 曾玉春
海南天鸿市政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

海南省屯昌县昌盛一路 357 号福

泉自来水公司
不合格

42 戚甫长 安徽水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长江南路

与珩琅山路交汇处安徽水韵环

保水生态产业研究院，戚甫长，

合格

43 占明飞 安徽水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长江南路

与珩琅山路交汇处安徽水韵环

保水生态产业研究院，占明飞，

合格

44 刘丰奎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市宝山区富联二路177弄13

号楼
合格

45 马小龙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裕翔街

26 号河北科技大学环工学院
合格

46 王柳卜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家庄市裕翔街 26 号，环境工

程学院
不合格

47 张瑜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大羊坊 8号 不合格

48 张琪琪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东三路 1 号 合格

49 李莹 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7 号天津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0216 室
合格

50 孙光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北京朝阳区安外大羊坊 8 号 合格

51 王丽君
江苏雨松环境修复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永兴大道

388 号 1 幢 4楼
合格

52 吴彦
江苏雨松环境修复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永兴大道

388 号 1 幢 4楼
不合格

53 徐昊翔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一路 45 号 5

号楼 5 楼
合格

54 梁舒静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一路 45 号 5

号楼 5 楼 国齐检测
合格

55 尚光霞 上海国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江场一路 45 号 5

号楼 5 楼
合格

56 赵雄
上海纳钺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一路 45 号 7

号楼 4 楼
合格

57 陈德翼 广西南宁新桂检测有限公司
南宁市国凯大道东 19 号金凯工

业园南区标准厂房 8 号楼三层
合格

58 杨美 广西南宁新桂检测有限公司
南宁市国凯大道东 19 号金凯工

业园南区标准厂房 8 号楼三层
不合格



59 张晓霞 广西南宁新桂检测有限公司
南宁市国凯大道东 19 号金凯工

业园南区标准厂房 8 号楼三层
不合格

60 杨蓉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1 号 合格

61 战楠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1 号

（西门）
合格

62 杨思敏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车公

庄西路 21 号西门
合格

63 张春霞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新校区滨河小区

瀚苑三号楼
合格

64 张辉 巢湖管理局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省巢湖市政务区姥山路 合格

65 刘刚 巢湖管理局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省巢湖市姥山路巢湖管理

局环境保护监测站
合格

66 孙杰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

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841 号 合格

67 封芸 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珠江南路

211 号 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不合格

68 梅雨 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

江南路 211 号
不合格

69 王慧 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延庆区香苑街 102 号 合格

70 崔巧丽 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延庆区香苑街 102 号 合格

71 李昆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学府路 74 号，黑龙江大学-生物

楼

合格

72 张斌
吉林抚松长白山生态环境监测

站
吉林省抚松县抚松大街 670 号 合格

73 杨畅
辽宁省葫芦岛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

街 24 号
合格

74 赵宇
辽宁省葫芦岛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

街 24 号
合格

75 陈威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

研究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

578 号水生态所
合格

76 许浩 南京皓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军农路光华科技

创意园 C区 3306 室
合格

77 管会 南京皓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军农路 3 号 3306 不合格

78 王旭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中街 59 号

北京市环科院
合格



79 赵良飞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中街 59 号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合格

80 王琦琳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中街 59 号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合格

81 王媛媛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中街 59 号，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合格

82 文唤成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

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

创十四街 99 号 21 幢
合格

83 陈桂淋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新安街道留

仙三路 4 号华测检测大楼
合格

84 武广元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留仙三路华测检

测大楼
合格

85 张欣 南开大学
天津市津南区南开大学津南校

区环境工程与工程学院
合格

86 周佳莹 南开大学
天津市津南区同砚路 38 号南开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合格

87 李鲁丹 长江科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埔路 23

号长江科学院
合格

88 冷冰冰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新市区四平路 728 号乌鲁木齐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

合格

89 马芳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
济南历下区历山路 50 号 合格

90 杜琦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武汉市黄浦大街 23 号长江科学

院
合格

91 刘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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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匡箴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无锡市滨湖区薛家里 69 号 淡水

渔业研究中心
合格

93 凡迎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无锡市滨湖区南泉镇薛家里 69

号
合格

94 詹政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无锡市滨湖区薛家里 69 号 合格

95 葛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南泉镇薛

家里 69 号
合格

96 郑宇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无锡市滨湖区薛家里 69 号 淡水

渔业研究中心
不合格

97 王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

薛家里 69 号
合格

98 于海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

69 号
合格



99 景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南泉镇薛

家里 69 号
不合格

100 殷稼雯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湖东路

90 号
合格

101 黄立成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

假区湖滨路 3 号
合格

102 黄超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
昆明市西山区湖滨路 3号昆明市

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
不合格

103 杨姣姣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湖滨路 3 号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
合格

104 鲁斌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湖滨路 3 号 合格

105 刘仕博
松辽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

研究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富锦路

11-16 号
不合格

106 傅昶宁 福建省莆田环境监测中心站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

市政府 5号楼 101 室
合格

107 曾小妹 华川技术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镜浦路 11

号内 2 楼
合格

108 王晓冰 华川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仓山区建新镇镜浦路 11

号二楼
不合格

109 苏佩怡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

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100 号大院 66 栋 5楼
合格

110 邢美楠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7 号天津

环科院生态室 2105 房间
不合格

111 杨传平 青岛正科水生物检测有限公司
青岛市黄岛区大湾港路 87 号昆

泉天籁村 33 号楼
不合格

112 陈德慧 杭州海蛞蝓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高顺路 8

号 2 幢 6010 室
合格

113 求锦津 杭州海蛞蝓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高顺路 8

号 2 幢 6010 室
不合格

114 张玲 杭州海蛞蝓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余杭区高顺路 8号西

溪软件园 2 幢 B26010
合格

115 刘仁彬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

南京市玄武区蒋王庙街 8 号三号

门
不合格

116 姜锦林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蒋王庙 8 号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三号门

合格

117 严广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安外大羊坊 8

号西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合格

118 李夷君 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广西省梧州市万秀区西环路中

段 198 号
合格



119 丁琳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大羊坊 8号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
合格

120 庄汉平 四川以勒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663 弄

10 号 1101 室
不合格

121 杨卓 广西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

区西乡塘街道大学东路 100 号广

西大学东校园环境学院

合格

122 周兴鹏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760

号
合格

123 秦江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昆明市西山区气象路王家坝 23

号
合格

124 和弦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昆明市西山区气象路王家坝 23

号
合格

125 段典榕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气象路王

家坝 23 号
合格

126 王玮璐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气象路王

家坝 23 号
合格

127 王慧梅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气象路王

家坝 23 号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

院

合格

128 李娜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 号 7

号楼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