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期环境勘验采样和现场检测培训班考试成绩单

学号 姓名 公司 地址 成绩

1 易华三 湖南省洪江市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洪江市人民检察院 合格

2 张阿众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河西区南兴道 368 号 合格

3 贺伟 靖边县人民检察院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检察院 合格

4 祁继红 定边县人民检察院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5 马晓玲 陕西省榆林米脂县人民检察院 陕西省榆林米脂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6 仇恒秀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南路 3 号市检察院 合格

7 秦嗣炜 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8 李辉林 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9 于力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 396 号 合格

10 张鹤鸣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岭东区人民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领东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11 隋加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大庆市龙凤区凤鸣路 2 号 合格

12 余建平 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马鞍山市花雨路 9 号 合格

13 姚茂令 浦北县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小江镇民 合格

14 黄振 大竹县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大竹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15 吴华雄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检察院 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金湖西路 202 号检 合格

16 郑珺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17 王阳 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鑫茂小区 合格

18 袁征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 郑州市二七区京广中路 15 号 合格

19 刘淑婷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检察院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祝甸路 9 号，济南 合格

20 李宏涛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新郑市郑韩路 326 号 合格

21 盛铭 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含嘉仓街 9 号检察 合格



22 程向宇 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含嘉仓街 9 号 合格

23 杨彬 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 太原市晋源区龙山大街晋源区人民检察 合格

24 冯睿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人民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宝一路 475 号 合格

25 陈相宇 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滨江西路 1#) 合格

26 樊天峰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辽宁省凤城 合格

27 欧俊华 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检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合格

28 陈起超 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29 扈戈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环城路 3999 号 合格

30 张文绣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环城路 3999 号 合格

31 张英勃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长春市南环城路 3999 号 合格

32 王凯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五马路 78 号 合格

33 于安民 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 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街道宿纬路 2 号 合格

34 林尧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峡州大道 59 号 合格

35 王瑞峰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金山区浩源路 211 号人民检察院 合格

36 朱丹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青浦区华乐路 399 号 上海市青 合格

37 周煜璘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黄河西路 47 号沧 合格

38 尚以强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静海区迎宾大道 99 号 天津市静 合格

39 王晓林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40 郑胜先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合格

41 何蔼 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 宜昌市城东大道 88 号（伍家岗区检察 合格

42 于婷婷 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43 余强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市重庆市南岸区茶园广福大道 16 合格

44 辛丽华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06 号 合格



45 张静 清涧县人民检察院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46 苗龙涛 洛阳市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三山路 6 号 合格

47 曹光宇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46 号甲 合格

48 顾喜伟 铁岭市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 40 号 合格

49 周叶进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通达路 82 号新晃 合格

50 高振晴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河西区平江道 55 号 合格

51 姜婕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河西区平江道 55 号 合格

52 叶青 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大道 19 号 合格

53 潘淑琴 阳新县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阳新县兴国镇城东新区环湖西路 合格

54 胡远贵 大冶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金湖大道 75 号。 合格

55 张立桉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八一路 9 号 合格

56 颜蒙蒙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宿迁市洪泽湖路 1312 号宿迁市 合格

57 朱莉 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湖路 2 号西宁市 合格

58 李纪军 汉川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检察院 合格

59 王春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广西南宁市凤翔路 3 号自治区人民检察 合格

60 孙广和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 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6969 号长春林 合格

61 韩启升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人民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通江街 92 号 合格

62 黄新华 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宜都市陆城街道办事处长江大道 合格

63 吴娟 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郑州市二七区陇海东路 188 号郑州铁路 合格

64 王永敏 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 公主岭市岭西六路与国文大街交汇处 合格

65 姜睿 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 公主岭市岭西六路与国文大街交汇处 合格

66 黄军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 合格

67 钟萍 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会理县滨河路北段 23 号 合格



68 杨俊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检察院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69 黄皓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70 李风花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团结西 合格

71 张龙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检察院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前进南路 199 合格

72 唐建华 石嘴山市人民检察院 宁夏石嘴山市星光大道与世纪大道交汇 合格

73 杨忠华 普格县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74 赵风娇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邢台市泉南大街 337 号邢台市人 合格

75 庞鸿飞 承德市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迎宾路 29 号承德 合格

76 任虹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 1038 号 合格

77 严斌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子云街北路 58 号 合格

78 周建军 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79 成雄 长宁县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80 张超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河西区南兴道 368 号 合格

81 黄睿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菊乐路 216 号 合格

82 李毓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检察院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大道 1-3 号江南 合格

83 冯柏成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检察院 合格

84 张鑫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八一路 9 号 合格

85 颜昊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八一路 9 号 合格

86 刘秉卓 磴口县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87 黄先强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检察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检察院 合格

88 袁千述 绵竹市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剑南镇回澜大道 合格

89 谢华东 四川省阿坝州理县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阿坝州理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90 代雪松 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人民检察 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91 杨武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镇花园社区 6 合格

92 王梦元 荆州市监利县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华容路 60 合格

93 黎东阳 石首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绣林大道 129 号 合格

94 赵定冬 松滋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松滋市金松大道西段 65 号 合格

95 桂贲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江津西路 430 号 合格

96 宋文涵 牙克石市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新区 合格

97 曾瑶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三新南路 10 合格

98 于海涛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检察院尖山区世 合格

99 凌育伟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蓝路 5 号 合格

100 朱晓云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蓝路 5 号 合格

101 欧阳诗瑶 黄石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苏州路 18 号 黄 合格

102 王臻鹏 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文泉东路 42 号 合格

103 金哲男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 合格

104 卢懿灵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北 91 号 合格

105 崔勋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 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西路 6999 号延边 合格

106 伍宗琼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贵州省凯里市开怀社区金山大道 95 号 合格

107 穆婷婷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贵州省凯里市开怀社区金山大道 95 号 合格

108 黄青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 合格

109 赖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 合格

110 童振新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海口市美兰区美祥横路 1 号省检察院 合格

111 苟一旗 大英县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民生路人民检察院 合格

112 张亚楠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424 号 合格

113 何梅婷 新化县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人民检察院 合格



114 卢建丽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银河南街 68 号 合格

115 李春阳 黑河市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迎恩路 12 号 黑 合格

116 张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 号检察技 合格

117 李元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 号检察技 合格

118 施小梅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72 号南宁 合格

119 李佳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 号检察技 合格

120 高冲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 号检察技 合格

121 史天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 号检察技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