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 75 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技术培训班学员成绩单

学号 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成绩

1 刘祖军 阜阳三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天瑞名城 c区 7栋

204室
合格

2 冯敏 阜阳三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天瑞名城 c区 7栋

204室
合格

3 赵玉涛 盘锦顺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新工街辽河石化西门

(林丰路)
不合格

4 刘姝延
陕西华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工业二

路 55号天惠科技集团
不合格

5 曹艳红
陕西绿森环境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工业二

路 55号天惠科技集团
不合格

6 纳圣鼎 云南炳森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南祥路 11号 不合格

7 文辉 云南炳森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南祥路 11号 不合格

8 孟蓉
连云港绿水青山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
连云港市海州区圣湖路 38号远志楼 715室 合格

9 邱洋洋 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科技园 B19-2（拓维检测） 不合格

10 阚跃文 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科技园 B19-2（拓维检测） 合格

11 高前斌 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造字台路 22号 不合格

12 贾刚 陕西联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六路 1369

号绘锦创业园 D3栋
不合格

13 李广朋 陕西联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六路 1369

号绘锦创业园 D3栋
不合格

14 耿亮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129号 不合格

15 梁彦平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129号 不合格

16 蒙波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129号 不合格

17 李玄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建业三路 7号 西安市环

境监测站
不合格

18 田媛媛 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建业三路 7号 西安市环

境监测站
不合格



19 姬鹏程
陕西盛中建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航天基地航天

中路寰宇大厦 2号楼 14层
不合格

20 齐英利
陕西盛中建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航天基地航天

中路寰宇大厦 2号楼 14层
合格

21 王茜
陕西盛中建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航天基地航天

中路寰宇大厦 2号楼 14层
合格

22 王小豆
陕西盛中建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航天基地航天

中路寰宇大厦 2号楼 14层
合格

23 陈星宇
无锡晨熙环境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风能路 53号-502 不合格

24 戴丁鹤
无锡晨熙环境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风能路 53号-502 不合格

25 王涵 山东斐然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61-11号山钢新

天地写字楼 7号楼 2单元 507
不合格

26 吴锦晗 山东斐然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61-11号山钢新

天地写字楼 7号楼 2单元 507
不合格

27 武丽英
内蒙古华洋能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工艺厂巷电力设计

院 17号楼 武丽英收 电话 15326046045
合格

28 丁力力 陕西正泽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产业园纺园三路 599

号 B0栋
不合格

29 景丽君 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 128号常欣工

业园 8号楼 4楼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30 文菁
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大数据产业园A-9幢
808室

合格

31 肖可
江苏科易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大数据产业园A-9幢
808室

不合格

32 陶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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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至 523室
合格

33 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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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至 523室
合格

34 马婧然
新疆蓝庆坤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伊水湾小区 A区 14栋 606室 不合格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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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室
合格

36 陆野 江苏源远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东外环路 528号四楼 合格

37 谢利俊 江苏源远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东外环路 528号四楼 合格

38 张敏骏
上海市仪表电子工业环境监

测站
上海市徐汇区桂箐路 19号 合格

39 杨小雪
乌鲁木齐毅青博业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东街 39
号金马大厦三期商住楼 705室 杨小雪收

合格



40 李求辉 江苏纯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镇工业园 08号 不合格

41 文春俊 江苏纯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镇工业园 08号 合格

42 谭杰 江西力圣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经济开发区长城路 121号恒盛

科技园 24栋一楼
不合格

43 李环明
内蒙古瑞普精准检验检测有

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龙兴小区

综合北楼四楼
合格

44 乔立宇
内蒙古正信安康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中海财富广场 C座

901室
不合格

45 安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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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金

珠宝中心 1栋 1901号
合格

46 陈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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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金

珠宝中心 1栋 1901号
不合格

47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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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金

珠宝中心 1栋 1901号
合格

48 程娜敏
新疆天蓝蓝环保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北路南十一巷

125号
合格

49 窦婷
新疆天蓝蓝环保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北路南十一巷

125号
不合格

50 田震
新疆天蓝蓝环保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北路南十一巷

125号
合格

51 雷强 新疆科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伊宁市利群路六巷新疆科耀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合格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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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张帆
国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淮

安）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生态文旅区青创空间 8F 合格

54 马健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新

泾西路 2号
合格

55 云永展 海南莱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港澳大道 11号生茂工业

大厦副二楼
不合格

56 罗彦芳
乌鲁木齐毅青博业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东街 39
号金马大厦三期商住楼 705室 杨小雪收

合格

57 郭微 陕西中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含光北路 10号 合格

58 朱飞船 陕西中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含光北路 10号 合格

59 阮鹏 江苏正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枫科技园 A2栋 6楼 合格

60 刘江领 西安大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草滩生态产业园毕升路 189号 不合格



61 王金金 西安大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草滩生态产业园毕升路 189号 不合格

62 何亚东 西安大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草滩生态产业园毕升路 189号 不合格

63 韩磊
陕西得天节能环保检测有限

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高新区桃李路惠森大厦 11楼 合格

64 郭飞龙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新

泾西路 2号
合格

65 李佳 江苏南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润兴路 20号 金泰大厦

407室
合格

66 洪宜成
江西拓谱思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天祥大道 2799号佳海产

业园 2期 125栋
合格

67 王东旭
甘肃三泰安全工程技术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 800号高科大厦 3
楼

合格

68 马玮 甘肃蓝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南路 956-962号高

新大厦 A座 301室
合格

69 赵梦竹 甘肃蓝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南路 956-962号高

新大厦 A座 301室
合格

70 梁赛赛 南通海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海门市解放东路 555号东成大厦 5楼 不合格

71 鄢大彬
成都兴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万兴乡鲤鱼村

六组 3号
合格

72 马媛 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 451兰州分离科

学研究所
合格

73 王毅 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 451兰州分离科

学研究所
合格

74 赵康平 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 451兰州分离科

学研究所
合格

75 赵婧 陕西丰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号创业园C区 18号 3

楼 电话：029-81027443
合格

76 高原 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福海乡彰家楼昆明市环

境监测中心
合格

77 王萌
陕西铎鑫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高科尚都摩卡 7
栋

合格

78 王少华
陕西铎鑫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高科尚都摩卡 7
栋

合格

79 孙慧君
甘肃云腾环境科技检测有限

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路 41号(云腾检测) 不合格

80 张婧
甘肃云腾环境科技检测有限

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路 41号(云腾检测) 不合格

81 周晟睿 江苏中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沭阳县瑞声大道 16号苏北环保 不合格



82 陈敏 陕西国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科技创新示范园草

滩九路 360号普盛产业园 4号楼 5层
不合格

83 姚银娟
西安勤力环保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坐标 不合格

84 游艳莉
西安勤力环保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坐标 不合格

85 张磊 常州赛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天安工业村 A座二层 合格

86 李慧 江苏赛蓝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珠江路天安工业村 A 座

二层
合格

87 邓祥敏
四川巴斯德环境保护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绿地海派中

心 30栋
合格

88 郑学辉
四川巴斯德环境保护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绿地海派中

心 30栋
不合格

89 汤晓萍 苏州顺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聚金路 98号 07-12室 合格

90 宋琪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国际港务

区分局

西安市灞桥区港务大道6号西安国际港务区管

委会
不合格

91 王卫
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沂

蒙山街 1300号
合格

92 俞静
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沂

蒙山街 1300号
合格

93 赵娟
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沂

蒙山街 1300号
不合格

94 张丹 陕西源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凤栖路 22号 合格

95 张飒 陕西源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凤栖路 22号 合格

96 李星汉
江苏欧司宇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钱姚路 88-Z 江苏欧司

宇环保
合格

97 王志成
江苏欧司宇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钱姚路 88-Z 江苏欧司

宇环保
不合格

98 陆亚辉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新

泾西路 2号
合格

99 彭悦姣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

究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五一路 258号 合格

100 薛新凤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

究所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经开区五一路 258号 合格

101 朱浩亮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

究所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五一路 258号 合格

102 李菲
陕西绿方环境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列电小区 不合格



103 郭陈思
陕西绿方环境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列电小区 不合格

104 陆高祥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新

泾西路 2号
合格

105 王锐
武汉智惠国测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武汉智惠国测

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06 袁莉
武汉智惠国测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武汉智惠国测

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07 戴艳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新区永和街 7号 合格

108 王帅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新区永和街 7号 合格

109 吴吉祥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新区永和街 7号 合格

110 王波
南京联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山科技园科创大道 9号 C7
栋 4楼

合格

111 卢松贺
南京联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山科技园科创大道 9号 C7
栋 4楼

合格

112 李雪梅 扬州三方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北路 413号双桥

商务咨询集聚区 2002-2
合格

113 张继发
安徽顺诚达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

安徽省广德县桃州镇广溧路西亚夏汽车城综

合服务中心 301室
不合格

114 朱广超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新

泾西路 2号
合格

115 顾万里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经济开发区新

泾西路 2号
合格

116 韩资本 陕西锦润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宝鸡市高新大道 195号创意大厦 B座 1单元

0503室
不合格

117 何超 陕西锦润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宝鸡市高新大道 195号创意大厦 B座 1单元

0503室
合格

118 齐瑞燕 陕西昌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经开区尚苑路 4955号大普产业园 10

号楼 5楼北
合格

119 王磊 陕西昌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经开区尚苑路 4955号大普产业园 10

号楼 5楼北
合格

120 李鹏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新医路 87号 不合格

121 乔磊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新医路 87号 合格

122 于小英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新医路 87号 合格

123 张勇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灞桥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新医路 87 号 不合格



124 李佳芳
陕西浦安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新兴骏景园一期 5号楼 不合格

125 朱碧莹
陕西浦安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新兴骏景园一期 5号楼 不合格

126 刘启宪
重庆新天地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重庆市杨柳北路力华科谷 B504 合格

127 杨茗
重庆新天地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重庆市杨柳北路力华科谷 B504 不合格

128 任晓燕 兰州天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市安宁区九州通西路天润园小区 合格

129 王芳芳 兰州天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市安宁区九州通西路天润园小区 合格

130 李强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尚稷路 8989号 c座 901

室
不合格

131 曾慧丽
方圆检测技术（海南）有限公

司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石塔村委会 117
号

合格

132 符永漳
方圆检测技术（海南）有限公

司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石塔村委会 117
号

合格

133 冯刚 新疆博洋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曙光农博城内办公楼四

楼新疆博洋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不合格

134 李培川 新疆博洋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曙光农博城内办公楼四

楼新疆博洋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35 张彩霞 新疆博洋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曙光农博城内办公楼四

楼新疆博洋科技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136 张伟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成都龙泉驿区兴茂街 16号 不合格

137 钟礼春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成都龙泉驿区兴茂街 16号 合格

138 魏晓龙 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造字台路 22号 不合格

139 邱艳艳 西安持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航开路

919号西安佳为产业科技园 104栋二层 201
不合格

140 张莹 西安持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航开路

919号西安佳为产业科技园 104栋二层 201
不合格

141 王强 山西金烜鑫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东路 84号 不合格

142 薛智宏 山西金烜鑫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东路 84号 合格

143 张泽斌 山西金烜鑫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东路 84号 不合格

144 李寒辉
陕西立方环保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电子三路西京电气 1610 合格



145 马小芳 山西庆鑫莱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平阳大桥西汾河大坝 12

号
合格

146 魏龑伟 山西庆鑫莱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平阳大桥西汾河大坝 12

号
合格

147 柴忠朝 陕西同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路 138号（陕西省粮油科学

研究设计院）
不合格

148 陈佩 陕西同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路 138号（陕西省粮油科学

研究设计院）
不合格

149 杨德坤 陕西同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路 138号（陕西省粮油科学

研究设计院）
不合格

150 姚飞毅
陕西标研环境能源检测咨询

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昆明路 368号 A楼 112
号

不合格

151 谢倩
新疆吐哈石油勘探开发有限

公司

新疆吐鲁番鄯善县火车站镇吐哈油田大院技

术监测中心
合格

152 刘东英
陕西圣亿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 西北工业大学 旺园

公寓
合格

153 陈钧 湖南金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松木经开区松枫路 15号 合格

154 阳冠男 湖南金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松木经开区松枫路 15号 合格

155 马鑫萍 辽宁筑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科达路 43

号辽宁筑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不合格

156 王哲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碑林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 89号 不合格

157 张龚剑 江苏恒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观音山街道胜利路 168号 2栋 4

楼
合格

158 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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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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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

160 宋同林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临潼分局 西安市临潼区东关街 4号 不合格

161 王旭
甘肃陇之星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北大街林校北 100米普

晖环保
不合格

162 闵伟青 上海博优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2338号 98号楼 不合格

163 张利娜 上海博优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2338号 98号楼 不合格

164 陈晓鹏 陕西正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谷地峁村陕西正盛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
不合格

165 陈元端 四川溯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 5号 1栋 11楼 1号 合格



166 张岚 四川溯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 5号 1栋 11楼 1号 合格

167 彭百营 河北德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迁安市东部工业区建设路 3021-106号 电话

0315-6531028
不合格

168 马海鹏 河北德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迁安市东部工业区建设路 3021-106号 电话

0315-6531028
不合格

169 白卫东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环境监测中心

陕西西安航天基地航天中路 369号航天管委

会
不合格

170 李栋 西安市环保局航天基地分局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369号 不合格

171 何莉
贵州凯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延长线高新产

业孵化园 B01栋
合格

172 唐润洋
贵州凯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延长线高新产

业孵化园 B01栋
不合格

173 刘艳云 西安曲江新区环境监测站
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与南三环十字西南角曲

江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合格

174 张曦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雁塔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健康东路 50号 合格

175 李浩 西安两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二路第五国际 c座 2403室 不合格

176 姜建 哈密三缘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新疆哈密市环城路宝都花园一期底商 1-2号门

面
不合格

177 尹黎萍 哈密三缘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新疆哈密市环城路宝都花园一期底商 1-2号门

面
不合格

178 谢丹 苏州科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嘉元路 698号东方大厦 1202 合格

179 周彩利 陕西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工业园纬一路 36号

鱼化光电产业园 1号楼 4层
不合格

180 周青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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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生态环境

监测站
不合格

181 宋以侦 淄博圆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政通路 135号 C座 320 合格

182 苏哲 淄博圆通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政通路 135号 C座 320 合格

183 安祥华
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28号迪蒙综合楼 合格

184 李分霞
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28号迪蒙综合楼 合格

185 张宇
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28号迪蒙综合楼 合格

186 蔡缪旭 江苏恒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观音山街道胜利路 168号 2栋 4

楼
不合格



187 沈伟伟 江苏恒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观音山街道胜利路 168号 2栋 4

楼
合格

188 徐海妹 江苏恒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观音山街道胜利路 168号 2栋 4

楼
合格

189 王喜云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莲湖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路 57号环保莲湖分局 合格

190 徐筱瑜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莲湖分局

环境监测站
西安市莲湖区劳动路 57号环保莲湖分局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