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 2 期国家网土壤环境监测技术培训班

考试成绩单

学号 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合格

1 张洋阳
南大盐城环境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盐城亭湖区环保大道盐城环保科技众创

中心 E座
合格

2 邵娟
南大盐城环境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盐城亭湖区环保大道盐城环保科技众创

中心 E座
合格

3 白海峰
南大盐城环境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盐城亭湖区环保大道盐城环保科技众创

中心 E座
合格

4 杨春宇 贵州基越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阳晨总部基地 B20栋 合格

5 裴旭倩
山西国际电力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东缉虎营 15号 合格

6 刘佳鹏
北京北达智汇微构分析测试

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 合格

7 高华杰
北京北达智汇微构分析测试

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 合格

8 许月环
云南通际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开发区宝源小

区西南门
合格

9 李绍德
云南通际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开发区宝源小

区西南门
合格

10 任永峰
辽宁中环祥瑞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中山大街一段25C号任

永峰收
合格

11 张梓桐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

站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 11号震宇电器集团 4
号楼

合格

12 暴雪松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

站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 11号震宇电器集团 4
号楼

合格

13 宋守鑫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实验测试

研究中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新乡里街 5号 合格

14 赵禹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实验测试

研究中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新乡里街 5号 合格

15 周芳如 山西汀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安邑东路

9号门面房汀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16 刘广君
秦皇岛清宸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洋河道 12号标准厂

房 e谷创享空间 a区五楼
不合格

17 刘阳
秦皇岛清宸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洋河道 12号标准厂

房 e谷创享空间 a区五楼
合格

18 张喆
秦皇岛清宸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洋河道 12号标准厂

房 e谷创享空间 a区五楼
合格



19 王丹丹
秦皇岛清宸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洋河道 12号标准厂

房 e谷创享空间 a区五楼
合格

20 马娅妮

国土资源部西安矿产资源监

督检测中心（陕西省地质矿产

实验研究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 100号 合格

21 延晓惠 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和千佛山路交叉

口万海金地大厦 A907
合格

22 周宏安 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和千佛山路交叉

口万海金地大厦 A907
合格

23 张韶平 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和千佛山路交叉

口万海金地大厦 A907
合格

24 韩文 唐山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 54号 202室 合格

25 张子健 唐山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 54号 202室 合格

26 赵冰 唐山市环境监控中心 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 54号 202室 合格

27 龚娜娜
葛洲坝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

司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清波路 13号葛洲坝集

团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合格

28 王家鹏
葛洲坝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

司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清波路 13号葛洲坝集

团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合格

29 李常娥
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河北省（福建）中小

企业科技园三号厂房三层
合格

30 周波 河北靓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石铜路 580号 3号厂

房 303室
合格

31 高胜慧 河北绿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镇上庄村新园街

32号科瀛智创谷中心 28号楼 A栋
合格

32 霍瑞洁 北京华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双营西路 88号 合格

33 李稳稳 安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环保大厦 合格

34 倪晓华
四川省禾力建设工程检测鉴

定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山南路二段 237号 合格

35 莫华琼
四川省禾力建设工程检测鉴

定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山南路二段 237号 合格

36 杨华
四川省禾力建设工程检测鉴

定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天山南路二段 237号 合格

37 张硕 河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向阳北大街 900号 合格

38 边朋沙 河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向阳北大街 900号 合格

39 林峰 浙江易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655号鄞州科技信息孵

化园 E栋 806室
合格



40 赵洋甬 浙江易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655号鄞州科技信息孵

化园 E栋 806室
合格

41 王阳 武汉中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洪山区未来三路 999号资环工研院园

区
合格

42 于海 河北德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迁安市东部工业园区建设路 3021-106

号（河北德禹检测公司）
不合格

43 侯小溪 河北德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迁安市东部工业园区建设路 3021-106

号（河北德禹检测公司）
合格

44 冯玉明 江苏方洋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洁净技术

中心三号厂房 2楼
合格

45 屠梦琪 江苏方洋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洁净技术

中心三号厂房 2楼
合格

46 王路路 安徽中成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省淮北市凤凰山经济开发区凤冠路 2号 合格

47 蔡磊磊 山东捷润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文化南路 2600号齐鲁

创智园 3号楼 603-3房间
合格

48 丁志国 山东捷润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文化南路 2600号齐鲁

创智园 3号楼 603-3房间
不合格

49 李贵林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昌南路 78号江苏省连云

港环境监测中心姜玲收
合格

50 姜玲 江苏省连云港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昌南路 78号江苏省连云

港环境监测中心姜玲收
合格

51 王鑫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

再生资源研究所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 247号 天津再生资

源研究所
合格

52 魏显珍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

再生资源研究所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 247号 天津再生资

源研究所
合格

53 程苏宁 江苏国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长青街 19号 1-1楼

2210室
合格

54 李乐 江苏国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长青街 19号 1-1楼

2210室
合格

55 李大伟 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青岛市市北区热河路 55号乙 合格

56 张瑞强 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兴源道 59号唐山监测

院
合格

57 李鹏飞 河北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大队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 99号河北地

质五队北楼三层 309生态环境处
合格

58 王冬喜 河北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大队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 99号河北地

质五队北楼三层 309生态环境处
合格

59 何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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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60 顾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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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61 刘云
连云港绿水青山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圣湖路 38号中医药

学校远志楼 715
合格

62 王波
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环境监测

站
重庆市渝北区两路街道双凤路 15号 合格

63 尤海芹 江苏国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德昌路 399号 4

号房
合格

64 刘庆华 江苏国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德昌路 399号 4

号房
合格

65 李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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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合格

66 马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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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合格

67 张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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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合格

68 陈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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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合格

69 邓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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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合格

70 张雪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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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合格

71 周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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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合格

72 刘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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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合格

73 崔跃
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四支路11号4号楼

5楼
合格

74 周伟伟
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四支路11号4号楼

5楼
合格

75 黄栌聪 广西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长凯路 22号 6栋 5楼广

西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76 廖华勇 广州华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神舟路 19号 A栋三楼 合格

77 王景 广州华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神舟路 19号 A栋三楼 合格

78 秦明友 浙江王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金一东路 93号 1幢 223号 合格

79 崔建斌 彩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经海三路 109号院

10号彩客化学
不合格

80 张辉 彩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经海三路 109号院

10号彩客化学
合格

81 高艳博 彩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经海三路 109号院

10号彩客化学
合格

82 翟有朋 江苏省泰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永辉路 18号（环保局） 合格

83 刘亭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庙 10号花神科 合格



技园 1栋 6楼

84 张超 江苏博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庙 10号花神科

技园 1栋 6楼
合格

85 孙晓鹏
山西省大同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御东新区文兴路 1800
号

合格

86 郭原
山西省大同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御东新区文兴路 1800
号

合格

87 赵芳
山西省大同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御东新区文兴路 1800
号

合格

88 张月香
山西省大同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御东新区文兴路 1800
号

合格

89 杨刘仿
江苏新思维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南京路与勤丰路交叉口

向东 300米
合格

90 秦亚嫚
江苏新思维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南京路与勤丰路交叉口

向东 300米
合格

91 张旭 先科检测技术泰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三水街道马场西路 418

号先科检测技术泰州有限公司
合格

92 施进华 先科检测技术泰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三水街道马场西路 418

号先科检测技术泰州有限公司
合格

93 高双双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共建路 18号好来农贸

市场 10楼
合格

94 姚方阳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共建路 18号好来农贸

市场 10楼
合格

95 张赫峰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共建路 18号好来农贸

市场 10楼
合格

96 庄荣龙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共建路 18号好来农贸

市场 10楼
合格

97 吴俊 安徽和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明珠大道与石楠路

交口科技实业园（众望分园）E-6E-11连体

厂房

合格

98 李登峰 安徽和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明珠大道与石楠路

交口科技实业园（众望分园）E-6E-11连体

厂房

合格

99 郭小瑞 泰科检测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泰州市海陵区梅兰东路 8号躬行楼 4楼 合格

100 罗方园
浙江丰合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 337号 合格

101 邹同静 自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金川路 15号 合格

102 刘涛 自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金川路 15号 合格



103 冯敏 自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金川路 15号 不合格

104 高媛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1218弄 2号 D栋 4楼 合格

105 殷磊 江苏秋泓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科技产业园 A2 4

楼
合格

106 周辰 常州佳蓝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陈渡路 198号博律大厦

205常州佳蓝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07 甘德清 常州佳蓝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陈渡路 198号博律大厦

205常州佳蓝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08 叶宸 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165弄 35号 合格

109 周佳骏 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测站 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165弄 35号 合格

110 刘振 上海青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崧复路 1877 号 4 楼 不合格

111 杨秀 上海青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崧复路 1877 号 4 楼 合格

112 王千里 陕西精棣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枫苑北区西门斜对面

陕西精棣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13 白玉浪 陕西精棣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枫苑北区西门斜对面

陕西精棣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14 李朋涛 河北省地矿局第八地质大队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燕山大街 221号资源

环境大厦
不合格

115 秦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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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枫城市设计产业园 1幢 6楼苏州宏宇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16 王向宁
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珠江南路211号 1幢 4楼 1441 不合格

117 李超
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珠江南路211号 1幢 4楼 1441 不合格

118 苟德国
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大数据产业园 A-9栋

905
合格

119 唐传国 江苏易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景观大道大

数据产业园 A-15
合格

120 屈志朋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东路中南家园东区

科研所
合格

121 潘博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东路中南家园东区

科研所
合格

122 叶健 江苏微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58号东区八栋 合格

123 胡品娇 江苏微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58号东区八栋 合格

124 沈剑 苏州市百信环境检测工程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孙庄东路17号8 合格



术有限公司 幢百信检测

125 张晓媛
苏州市百信环境检测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孙庄东路17号8
幢百信检测

合格

126 夏志远
安徽工和环境监测有限责任

公司

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香樟大道 168号科

技实业园 D-19楼 4D19 室
合格

127 翟晓飞 江苏国泰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城东街道东盛路 41号 合格

128 黄厚元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29 熊云云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30 杨情学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31 鲜健涛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32 王维维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33 樊帆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34 刘汉卿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35 刘世超
贵州博联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贵阳国家高新区阳关大道 100号西部研发基

地 3号楼 13层
合格

136 李刚 淮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安徽淮北市淮海中路 135号 合格

137 巩亚敏 河北科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桥西区宫北路 11号 合格

138 胡广建 河北科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桥西区宫北路 11号 合格

139 候会芳 河北科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桥西区宫北路 11号 合格

140 默宽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裕华区富强大街 131号 众创大

厦 15层 1506 室
合格

141 苏广玉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裕华区富强大街 131号 众创大

厦 15层 1506 室
合格

142 李晶晶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裕华区富强大街 131号 众创大

厦 15层 1506 室
合格

143 陈湘伟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裕华区富强大街 131号 众创大

厦 15层 1506 室
合格

144 范佳
河北地势坤土壤修复工程有

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大街 131号众创

大厦 23层
合格

145 刘伟 唐山众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市开平区开越路 190号 合格



146 魏清波 唐山众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唐山市开平区开越路 190号 合格

147 李洋
中检科（北京）测试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西环南路 18号汇龙森二园 C
座 6层检科院

合格

148 董卓 运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运城市周西路环保大楼 合格

149 何啟源
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

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平路 B6街

区合创展印刷厂区三楼西侧(佛山量源)
合格

150 佟玲
国家城市排水监测网成都监

测站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安桥村 4组 17号 合格

151 黄朝颜
国家城市排水监测网成都监

测站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大安桥村 4组 17号 合格

152 李辉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号中冶建筑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7号楼 3楼
合格

153 白墨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号中冶建筑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7号楼 3楼
合格

154 邓佳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号中冶建筑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7号楼 3楼
合格

155 陈江涛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号中冶建筑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7号楼 3楼
合格

156 杨华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号中冶建筑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7号楼 3楼
合格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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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冶建筑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7号楼 3楼
不合格

158 李培 西安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创汇路通建南门 合格

159 冯丽芳 西安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创汇路通建南门 合格

160 吴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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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161 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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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162 张宗鹏 河北浩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裕华区长江大道润江总部国际 12

号楼二单元六楼
合格

163 桑艳丽 河北浩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裕华区长江大道润江总部国际 12

号楼二单元六楼
合格

164 邵军
贵州瑞思科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市南路福楼旺邸

后门
合格

165 马凯
贵州瑞思科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南路市南路福楼旺邸

后门
合格

166 林美均 苏州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兴南路 19号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