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 74 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

培训班成绩单

学号 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成绩

1 罗莉 江西力圣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盛科技

园 24栋三楼
不合格

2 陈灵 江西力圣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盛科技

园 24栋三楼
不合格

3 任一波
山西华普环保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经园路 372号逸

景公寓 A栋 1706
合格

4 王珊珊 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农科院原甘薯楼

一楼(高铁站北)
合格

5 曹小娟 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农科院原甘薯楼

一楼(高铁站北)
合格

6 佘童 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农科院原甘薯楼

一楼(高铁站北)
合格

7 陈丽
淮安翔宇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发展大道 19号 合格

8 陈灌春 重庆佳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 74号 8楼-重庆佳熠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合格

9 陈波 吐哈油田技术监测中心
新疆鄯善县火车站镇吐哈石油大院技术

监测中心
合格

10 刘琦 四川溯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5号蓉药大

厦 A座 11楼
合格

11 董继业 四川溯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5号蓉药大

厦 A座 11楼
不合格

12 王文超 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东路 207号 合格

13 李丽娟 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东路 207号 合格

14 金华平
成都华展环境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666号奥

克斯广场 B1805
合格

15 厉正光
青山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

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连云港海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福海 3#楼
二楼 厉正光

合格

16 单璐
青山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

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连云港海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福海 3#楼
二楼 厉正光

合格

17 张志明 江苏高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经济开发区海口路 9号留学

生创业园内三栋二楼西
不合格

18 黄文奇 江苏高研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经济开发区海口路 9号留学

生创业园内三栋二楼西
合格

19 赵国庆
乌鲁木齐谱尼测试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

区）北区冬融街 53号 1号楼科研楼 6楼
合格

20 沈栋 苏州兆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新区东渚镇龙景花园二区

37-504
合格



21 沈新博
内蒙古铭科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桥北镇清河北路 30
号粮油市场院内 164号内蒙古铭科环境

合格

22 赵艳华
内蒙古铭科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桥北镇清河北路 30
号粮油市场院内 164号内蒙古铭科环境

合格

23 叶勇森
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
号 201室

不合格

24 陈一苇
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
号 201室

不合格

25 刘玲玲
安徽锦程安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新疆分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东路金邦大

厦 1403室
合格

26 贾启超
安徽锦程安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新疆分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东路金邦大

厦 1403室
合格

27 马英兰
安徽锦程安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新疆分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苏州东路金邦大

厦 1403室
合格

28 吴思诗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375号 合格

29 林鑫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西三路 375号 合格

30 高林景 湖南安博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 玉莲路

联东 U谷售楼部三楼 湖南安博检测有限
合格

31 邱尔康 湖南安博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 玉莲路

联东 U谷售楼部三楼 湖南安博检测有限
合格

32 李文明 灌云县环境监测站 江苏省灌云县城胜利中路 707号 不合格

33 聂立 新疆中测测试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大

厦 B座 3楼 新疆中测分析中心
合格

34 赵海凤 新疆中测测试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大

厦 B座 3楼 新疆中测分析中心
合格

35 喻椿乔 江苏新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德院 5—304 不合格

36 詹夏强
杭州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

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0号 2幢 4层东 合格

37 王言伟
杭州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

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0号 2幢 4层东 不合格

38 张伟
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

司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嘉兴总部商务花园

88号汇创大厦 5楼
合格

39 吴青莹
青山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

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 47号黑牡

丹工业园 26栋 103
合格

40 朱嵘昊 苏州华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沙洲湖科

创园 A1幢 15层
不合格

41 杜晓锋 苏州华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沙洲湖科

创园 A1幢 15层
合格

42 陶建炯 苏州华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沙洲湖科

创园 A1幢 15层
不合格

43 邵园元 苏州华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沙洲湖科

创园 A1幢 15层
合格



44 施昱
苏州市佳蓝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苏州高新区浒杨路 66号（浒墅关工业园

内
不合格

45 刘荣荣 河南康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卓飞路 8号一江工业

园
合格

46 孙蓝蓝 河南康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卓飞路 8号一江工业

园
不合格

47 衡旭 江苏瑞超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长江东路 588号

传化公路港
合格

48 陈少一 江苏瑞超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长江东路 588号

传化公路港
合格

49 张鸿雁
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中和路 100号 合格

50 单凯
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中和路 100号 合格

51 李想
安徽省佳逸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解放路 590号人力

资源产业园 3号楼 2楼
合格

52 杨雪娇
新疆绿润天成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
新疆石河子南开发区中交二航旁 合格

53 宋相孟 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蓝翔路 15号 D区 9

号楼 101
合格

54 杨艺 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蓝翔路 15号 D区 9

号楼 101
合格

55 程怡 苏州祥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橘子国花园 17幢

401室
合格

56 程泽
新疆昌源水务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

区南昌路 261号
合格

57 嵇先光
青山绿水（苏州）检验检测有

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凤北荡路 198号

江苏正华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 4号楼
合格

58 钱亚涛
河南人久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经济开发区明湖街道

经南五路 16号 4号楼二层
合格

59 王磊
河南人久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经济开发区明湖街道

经南五路 16号 4号楼二层
合格

60 陈坤 吐哈油田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新疆鄯善县火车站镇石油大院技术监测

中心
合格

61 刘伟明 江西树林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博涵服装创意产

业园江西树林检测有限公司
合格

62 李娜 江西树林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博涵服装创意产

业园江西树林检测有限公司
不合格

63 杨萍 江西树林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博涵服装创意产

业园江西树林检测有限公司
不合格

64 朱扬帆 江苏源远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东外环路 528号 合格

65 梅祺 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科技园 B19栋安徽

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不合格

66 郑娜 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科技园 B19栋安徽

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合格



67 郑大鹏
天津市宇相津准科技有限公

司

天津市西青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
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K2-8-104

不合格

68 何飞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上海市万荣路 1218弄 D栋 4楼 不合格

69 郁光竟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1218弄 D栋四楼 合格

70 周正慧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1218弄 D栋四楼 合格

71 黎丽华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楠溪江东街 58号 合格

72 吴凡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楠溪江东街 58号 合格

73 唐理 湖南景翌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经开区传奇路 8号 合格

74 窦铭超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天津）有

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五大街 41号 合格

75 张可 江苏启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号

纳米城西北区 04栋三楼
合格

76 杨小龙 江苏启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号

纳米城西北区 04栋三楼
合格

77 邵剑明
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 69号 C幢 合格

78 陈冬青
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 69号 C幢 合格

79 邹瑞 宜昌慧正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区兰台路 13号易联科

技园 5号楼 9楼
不合格

80 谢恒 宜昌慧正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区兰台路 13号易联科

技园 5号楼 9楼
不合格

81 杨永欣
湖北千里目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区兰台路 13号 合格

82 王兴旺
湖北千里目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区兰台路 13号 不合格

83 沈书锐
内蒙古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劳动路 63号，

印章服务中心，3楼，内蒙古宇驰环保科
合格

84 王帅
内蒙古路易精普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
内蒙古包头市南排道知乐苑 22栋 4单元 合格

85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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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合格

86 李宇萌 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

安全谷 4号楼
合格

87 徐伟 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

安全谷 4号楼
合格

88 刘昌达 江苏新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

安全谷 4号楼
合格

89 朱建忠 江苏鹿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晨丰东路 138号 3号
房 2楼( 振顺电子东侧巷子往北 200米。

合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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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91 苏浩 江苏方洋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港前大道洁净技术中

心三号厂房 2楼
不合格

92 严心富 江苏方洋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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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潘靓
武汉科想分析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厂前街青王路 10号

（武钢重工院内）
合格

94 陶雯 核工业二三 0研究所
长沙市雨花区桂花路 34号核工业二三 0

研究所
合格

95 蔡俊 核工业二三 0研究所
长沙市雨花区桂花路 34号核工业二三 0

研究所
合格

96 陈超
马鞍山安质环科技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霍里山北路 796号晟峰

软件园 1#楼 4层
合格

97 赵浩
马鞍山安质环科技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霍里山北路 796号晟峰

软件园 1#楼 4层
合格

98 张先飞
马鞍山安质环科技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霍里山北路 796号晟峰

软件园 1#楼 4层
合格

99 刘罡
湖南中大检测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 755号 不合格

100 夏旭伟
湖南中大检测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 755号 不合格

101 郑东晗
湖南中大检测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 755号 不合格

102 陈聪汉
广东新创华科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万道路 2号华科城 3
栋 新创股份

合格

103 黄映玉
广东新创华科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万道路 2号华科城 3
栋 新创股份

合格

104 杜铭俊
广东新创华科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万道路 2号华科城 3
栋 新创股份

合格

105 何啟慧
广东新创华科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万道路 2号华科城 3
栋 新创股份

合格

106 孙佳慧 上海清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光华路 68号 H栋 合格

107 傅敦煌
福建省格瑞恩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东新六路兴化大厦

九楼格瑞恩检测
不合格

108 林晓洋
福建省格瑞恩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东新六路兴化大厦

九楼格瑞恩检测
不合格

109 王宇飞 北京市昌平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 11号震宇电气集团

4号楼
不合格

110 胡楠 北京市昌平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昌平区创新路 11号震宇电气集团

4号楼
不合格

111 杜新燕
克拉玛依市科华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新疆克拉玛依市金龙镇科华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合格

112 王雪
克拉玛依市科华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新疆克拉玛依市金龙镇科华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合格



113 陈涛 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东路 18号 312室 合格

114 杨春 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东路 18号 312室 合格

115 祝穗 陕西晟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电子三路西京国际电气中

心 A座 1602室
合格

116 赵春霞 陕西晟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电子三路西京国际电气中

心 A座 1602室
合格

117 陈中杰
无锡泰合蓝监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赛维拉商

业广场 1号楼无锡泰合蓝监测技术有限公
合格

118 朱新
无锡泰合蓝监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赛维拉商

业广场 1号楼无锡泰合蓝监测技术有限公
合格

119 张剑峰
无锡泰合蓝监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赛维拉商

业广场 1号楼无锡泰合蓝监测技术有限公
合格

120 许福霏
黔西南州华科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丰都街道办九九

克拉城后面巨星家园二街达济环保
合格

121 蔡莉
黔西南州华科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丰都街道办九九

克拉城后面巨星家园二街达济环保
合格

122 邵志欢
苏州市浩大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湖山鹿 2号同济

科技广场 1幢 510
不合格

123 胡琪
江西省南环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

79号康加晖 A栋 3楼江西省南环检测技
合格

124 谢路平
江西省南环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

79号康加晖 A栋 3楼江西省南环检测技
不合格

125 金磊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988号 1号口 207

室 125
合格

126 许路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988号 1号口 207

室 125
合格

127 沈聪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988号 1号口 207

室 125
合格

128 鲁佳君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988号 1号口 207

室 125
合格

129 张之澄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988号 1号口 207

室 125
合格

130 周楠 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988号 1号口 207

室 125
合格

131 符蕾 江苏国泰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城东街道山观东盛路 41号 合格

132 孙晴燕 江苏国泰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城东街道山观东盛路 41号 合格

133 曹爽爽 苏州芬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柳胥路 479

号苏州膜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134 王洪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油田分公司环保监测总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绿城路 39号环保监

测总站
合格

135 席君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油田分公司环保监测总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绿城路 39号环保监

测总站
合格



136 胡星沛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油田分公司环保监测总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绿城路 39号环保监

测总站
不合格

137 麻天军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院实验测试中心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裕隆工业园区C区8号
内蒙古第三地勘公司

合格

138 姚晓雪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院实验测试中心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裕隆工业园区C区8号
内蒙古第三地勘公司

合格

139 薛慧敏
内蒙古薪寓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耕耘大厦

2013室
合格

140 周文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永和街 7号 合格

141 张焕焕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永和街 7号 合格

142 王国岳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共建路 18号袁桥街坊中心

10层
合格

143 刘威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共建路 18号袁桥街坊中心

10层
合格

144 张静
江苏通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共建路 18号袁桥街坊中心

10层
合格

145 辛策花
山东广信工程试验检测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兴隆村二区 20号 合格

146 郑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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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李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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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杨丰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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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任丹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99号 贵州

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合格

150 张潆元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99号 贵州

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合格

151 邹细霞 江西华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

区富山一路 1167号附 61号
合格

152 熊经豪 江西华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

区富山一路 1167号附 61号
合格

153 郑丽 江西华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

区富山一路 1167号附 61号
不合格

154 田春霞 广西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凯路 22号金凯创业园 6栋 5楼南环环
合格

155 蒋桂琼 广西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凯路 22号金凯创业园 6栋 5楼南环环
合格

156 李惠芬
内蒙古智通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健康新城 13栋二单

元 302
合格

157 王红雨
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四支路 11-4-5 号 合格

158 李加宝
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四支路 11-4-5 号 合格



159 刘寅
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四支路 11-4-5 号 合格

160 周亚敏
无锡市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无锡市梁溪区金山四支路 11-4-5 号 合格

161 高翔
新疆赛恩斯费尔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

新疆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阜新街 1号
4号楼 4层

不合格

162 杨旭
新疆赛恩斯费尔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

新疆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阜新街 1号
4号楼 4层

合格

163 董凤玲
新疆赛恩斯费尔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

新疆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阜新街 1号
4号楼 4层

合格

164 王雅琴 湖南华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景城苑

小区 1栋
不合格

165 张佳佳 江苏泓威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海北路 9

号
不合格

166 李进 江苏泓威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海北路 9

号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