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一期污染源自行监测培训班考试成绩单

学号 姓名 单位 通讯地址 成绩

1 朱秦镐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历下分局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 99 号历下大厦 合格

2 赵延亮 山东来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北路 67 号东楼 202 室 合格

3 王世光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二七中街 29 号 合格

4 李俊磊 济南裕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新材料产业园裕兴路 100 号 不合格

5 刘刚 山东山博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北山路 76 号山博电机

综合部刘刚
不合格

6 朱志超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槐荫分局 济南市经十路 29851 号槐荫区政府 1209 室 合格

7 李世杰
国电银河水务（青岛开发区）

有限公司
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东路 906 号镰弯河水厂 不合格

8 黄小柳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通富南路 19 号 合格

9 俞东磊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通富南路 19 号 合格

10 曲婧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黎明路 111 号青海宜化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11 窦建香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黎明路 111 号青海宜化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12 宁梅 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不合格

13 胡欣新 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不合格

14 孟笑竹 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不合格

15 吴国卿 济南鲁验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磐苑新居公建

楼 2 楼 c06
不合格

16 张宏超 济南鲁验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磐苑新居公建

楼 2 楼 c06
合格

17 高立伟 济南鲁验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磐苑新居公建

楼 2 楼 c06
合格

18 徐立立 济南鲁验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泺口街道磐苑新居公建

楼 2 楼 c06
合格

19 张理兵
四川久环环境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节能大道 100 号 合格

20 蔡方谊
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镇北官渡路 38 号 11 幢优

联检测
合格

21 孙周攀
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镇北官渡路 38 号 11 幢优

联检测
合格



22 杜萌 济南绿园供热有限公司
济南市槐荫区机床二厂路 1 号 绿园供热公

司
不合格

23 王小鑫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三坪农场乌鲁木齐

西城热力有限公司三分公司
不合格

24 李昊明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百园路

10 号热力公司
不合格

25 王海涛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路 90 号 不合格

26 谢宗钰 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 新疆和静湖光糖厂 不合格

27 刘永胜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 259 号 3

栋
合格

28 史雷明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 259 号 3

栋
不合格

29 王光文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县六分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农牧场绿盛

街 208 号（热力公司）
不合格

30 梁柱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

新市区二分公司

乌鲁木齐新市区常州街北一巷西城热力二分

公司
不合格

31 张金双 平原县污水处理厂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东开发区平原县污水处

理厂
合格

32 姜英 平原宏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兴平路 9 号 不合格

33 赵岩 平原中德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平原中德食品有限公司 不合格

34 辛波 平原德源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腰站工业园 不合格

35 赵路路
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

公司

济源市思礼镇思礼村万洋冶炼（集团）有限

公司环保处
不合格

36 卢成
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

公司

济源市思礼镇思礼村万洋冶炼（集团）有限

公司环保处
不合格

37 张朋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大申新村8号楼2单元102 不合格

38 赵嘉琳 华能济南黄台发电有限公司 济南市工业北路 172 号黄台电厂 不合格

39 孙双 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钢城经济开发区双元大街 18

号
合格

40 黄静 济源市万洋肥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思礼镇北济源市万洋肥业有限

公司
合格

41 杨传勇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环境保

护局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环境保护局 合格

42 吴帆 成都和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蒲江县鹤山北路 6 号驭龙苑 3 栋一单

元 6－22
合格

43 胡德龙
山东福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山东福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合格

44 简秀国 四川亿凡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百草路 898 号 合格



45 张文洋 四川亿凡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百草路 898 号 合格

46 花春林 四川亿凡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百草路 898 号 合格

47 杜帮
四川万士邦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百草路 898 号智能信

息港 606 室
合格

48 王晓涛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49 郭海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50 朱振东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51 安东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52 杨德鑫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53 刘冰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54 孙吉水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55 曹源明 山东汇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4 号 合格

56 单菲菲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合格

57 苗勇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合格

58 张迪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合格

59 朱曦锦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合格

60 杨晶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合格

61 高强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合格

62 姜程程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合格

63 于旺 山东新石器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山路 12 号 不合格

64 刘明 山东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市天桥区蓝翔路15号时代总部基地D区

9 号
合格

65 赵军帅 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杜英街 B20 南户 3层 合格

66 杜振 山东诚汇双达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北二环路西

首山东诚汇双达药业有限公司
合格

67 李乐超 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
新疆五家渠市 102 团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

司
不合格



68 石昌建 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
新疆五家渠市 102 团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

司
不合格

69 马彬
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

头屯河区五分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崇五路 538 号
不合格

70 杨衍忠
山东海瑞特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山东省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山东海瑞特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
不合格

71 但琴 新疆楚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博州第五师 89 团园艺三场新疆楚星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
合格

72 张娜娜 新疆楚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博州第五师 89 团园艺三场新疆楚星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
不合格

73 田宗瑞 史丹利化肥（平原）有限公司 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 不合格

74 赵秀红 晋德有限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东区） 合格

75 孙芳 晋德有限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东区） 不合格

76 李开洋 济南海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平阴县孔村镇济南海川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不合格

77 孙辉 济南万瑞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孔村镇济南万方炭素有

限责任公司
合格

78 王瑞鹏 金锣水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金锣集团热电厂

南门对过污水厂
合格

79 孙志强 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城立交东路 15 号 合格

80 张丽华 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城立交东路 15 号 不合格

81 朱志峰 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城立交东路 15 号 合格

82 宋建 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城立交东路 15 号 合格

83 李泽玲 宁夏绿源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万家 F1区 13-1-2002 合格

84 马静 宁夏绿源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万家 F1区 13-1-2002 合格

85 鲁松 阿拉尔艾特克水务有限公司
新疆阿拉尔市二号工业园区阿拉尔艾特克水

务有限公司
合格

86 陈瑞平 阿拉尔艾特克水务有限公司
新疆阿拉尔市二号工业园区阿拉尔艾特克水

务有限公司
不合格

87 勉新伟 宁夏安谱检测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街口沿丽景街向南 5

号楼四层
合格

88 胡新新 德州高峰淀粉有限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龙门经济技术开发西区 合格

89 范玉祥 德州大成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龙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不合格

90 徐敏敏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 259 号 3

栋
合格



91 黄金文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 259 号 3

栋
不合格

92 吕汝密
山东中质华检测试检验有限

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洸河路 16 号鲁南质检

中心院内
合格

93 朱思桥
山东中质华检测试检验有限

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洸河路 16 号鲁南质检

中心院内
合格

94 王明华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龙一村西首 合格

95 付育才 淄博广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龙一村西首 合格

96 于姗 山东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山东四环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97 李娜娜
山东平原汉源绿色能源有限

公司

山东德州平原经济开发区东区，汉源绿色能

源有限公司
合格

98 王秀杰
山东平原汉源绿色能源有限

公司

山东德州平原经济开发区东区，汉源绿色能

源有限公司
合格

99 张志玲 汇胜集团平原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汇胜集团平原

纸业有限公司
合格

100 陈鑫 连云港莱亚化学有限公司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燕尾港镇临港产业区

纬一路 5 号连云港莱亚化学有限公司
合格

101 温冬花 山东标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街道办事处格瑞德路 7 号

德州金田高新技术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401 室
合格

102 赵鑫 山东标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街道办事处格瑞德路 7 号

德州金田高新技术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401 室
不合格

103 吴晓杰 山东标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街道办事处格瑞德路 7 号

德州金田高新技术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401 室
不合格

104 郝雪呢 淄博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宋家村 568 号淄博山水

水泥有限公司
不合格

105 席菊兰 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团结河路 8 号 合格

106 隆郁辉 华能济南黄台发电有限公司 济南市工业北路 172 号黄台电厂 合格

107 李瑞军 山东金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淄博市淄川区经济开发区胶王路复线北，东

一路西
合格

108 李亿 湖南求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欣盛路 673 号华时捷环

保
不合格

109 王泽宇 湖南求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欣盛路 673 号华时捷环

保
合格

110 叶今妮 嘉施利（平原）化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北二环路南 合格

111 王晓燕
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历

城分局
山东省济南市七里河路 13 号 合格

112 范光灿 云南朝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宝海路 275 号 合格

113 刘艳 青岛博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莱西市北京路与扬州路交叉路口

南 500 米路西
不合格



114 赵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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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号 合格

115 张佳伟 平原和盛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 不合格

116 徐雷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中科大校友创新园 13 号

楼
合格

117 刘笑
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中科大校友创新园 13 号

楼
合格

118 刘庆元
日照市碧水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177 号 1 号楼

2017 室
合格

119 张皓
日照市碧水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山东省日照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177 号 1 号楼

2017 室
合格

120 马玉霞
宁夏泽瑞隆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商贸城

36-2
合格

121 魏新娜
宁夏泽瑞隆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商贸城

36-2
合格

122 申浩
宁夏泽瑞隆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商贸城

36-2
合格

123 陈莲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24 王超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25 赵棵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26 李武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27 唐志明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28 王志源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29 张传宝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30 刘鹏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31 钟加崇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 号，力合科

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吕琴
合格

132 周文杰 杭州启绿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园区中路 22

号泰衡大楼 1 幢
合格

133 赵昌平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永和街 7 号 合格

134 张坤杰 德州海志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 德州

海志药业有限公司
不合格

135 赵琳
延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黄陵

分站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河西环保综合大楼 合格

136 任晓萍
延安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黄陵

分站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河西环保综合大楼 不合格



137 高岩
德州超飞公路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恩城镇西关德州百汇混凝土有

限公司
合格

138 张程远
德州超飞公路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恩城镇西关德州百汇混凝土有

限公司
不合格

139 刘振 山东药石药业有限公司
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东区

0534-2168228
不合格

140 张秀宝
德州晶华集团(平原)大坝水

泥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北三环北侧 不合格

141 徐霞 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济宁运河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 合格

142 王芳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大家洼街道氯碱路

03001 号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3 刘嘉彬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临港工业园围滩街

00081 号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东
不合格

144 王建行
邹城市万宝青山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山东省邹城市北宿镇经济开发区科技大学 不合格

145 步超超
邹城市万宝青山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山东省邹城市北宿镇经济开发区科技大学 不合格

146 赵祖琦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

公司
合格

147 潘冬梅
苏州星火环境净化股份有限

公司

苏州新区狮山路龙湖时代天街写字楼 8幢 21

层
合格

148 陈晔帆
苏州星火环境净化股份有限

公司

苏州新区狮山路龙湖时代天街写字楼 8幢 21

层
不合格

149 王莉 德州兴豪皮业有限公司 德州市陵城区经济开发区迎宾街北段 不合格

150 郑婷婷 德州兴隆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于集乡陵边路与马颊河

路交叉口北 200 米德州兴隆皮革制品有限公
不合格

151 柯丽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8楼

E
合格

152 李明
山东省德州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路 326 号 合格

153 赵颖
山东省德州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路 326 号 合格

154 王超
山东省德州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路 326 号 合格

155 唐淼淼 光大水务（陵县）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聚源路光大水务（陵县）

有限公司
合格

156 刘超
北方中奥（北京）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媒体村天畅园 8 号

楼 1402 室
合格

157 翟明明 陕西昌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尚苑路 4955 号大普工

业园 10 号楼五楼
合格

158 田阳
葛洲坝水务淄博博山有限公

司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葛洲坝水务淄博

博山有限公司
不合格

159 曹振伯 榆林市榆阳区环境监测站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榆阳西路榆兴桥西 3 号

榆阳区环境监测站
不合格



160 苗清清
德州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杲铺镇工业园 合格

161 杨荣艳
德州泰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王杲铺镇工业园 合格

162 王瑞雪 临邑县临兴木业有限公司 临邑县恒源开发区临兴木业有限公司 不合格

163 柏文倩 山东信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新华路 5608 号 1 号楼

1321
不合格

164 王亚茜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65 赵艳霞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66 王莉莉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长清分局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长清分局（长清区水鸣街

1501 号原长清环保局）
不合格

167 倪培超
莱芜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有限公司

济南市莱芜区龙潭东大街世纪华联超市三楼

莱芜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合格

168 吕朋 山东松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 104 国道以西于

庄村山东旭光太阳能光电有限公司办公楼 2
合格

169 王红霞 山东松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 104 国道以西于

庄村山东旭光太阳能光电有限公司办公楼 2
合格

170 苏晓渊 景德镇市环境监测站 江西省景德镇市景东大道 66 号 合格

171 章秀华 景德镇市环境监测站 江西省景德镇市景东大道 66 号 合格

172 向玲
江西景江安全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龙井路 08 号 合格

173 陈宣照
江西景江安全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龙井路 08 号 合格

174 梁柱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三香路 102 号 合格

175 舟成 茌平县环境监测站 山东省茌平县新政西路 1008 号环保局 合格

176 吴红银 茌平县环境监测站 山东省茌平县新政西路 1008 号环保局 合格

177 邢玮玮 德州福晨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千佛塔北路德州福晨食

品有限公司
不合格

178 杨文双
山东省安华瓷业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光明东大街 51 号，山东

省安华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杨文双，
合格

179 许媛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
潍坊市临朐县新华路 5356 号临朐县环境保

护监测站
合格

180 邱燕飞 德州市陵城区环境保护局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唐城路西首环保局 合格

181 王赈 德州市陵城区环境保护局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唐城路西首环保局 合格

182 杜宝明 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
新疆阿拉尔市 1 号工业园区新疆新越丝路有

限公司
不合格



183 刘松霄 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德州市王凤楼镇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

司
不合格

184 王坡
宜瑞安（山东）食品配料有限

公司

宜瑞安（山东）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山东平

原经济开发区东区邦德路 2 号。
合格

185 江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 12 号中国石油

西南油气田科技大厦。收件人：江丽
合格

186 徐波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研路 218 号 合格

187 刘同虎 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德州市王凤楼镇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

司
合格

188 高媛媛 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司
山东德州市王凤楼镇山东德派克纸业有限公

司
不合格

189 张子凡 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虎踞路 175 号江苏省南京环境

监测中心
合格

190 祁玉清 平原县环境保护局 平原县千佛塔南路 181 号 合格

191 张金英 平原县环境保护局 平原县千佛塔南路 181 号 合格

192 李璐 河南和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雪松路 169 号汉威电子

产业园 6号楼 6 层
合格

193 田家庆 河南和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雪松路 169 号汉威电子

产业园 6号楼 6 层
合格

194 刘希洋 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监测站
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文化路 32 号赣榆环

境监测站刘希洋
合格

195 韦兴铭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

广西省南宁市教育路 5 号 2 号办公楼 322 办

公室
不合格

196 班书浩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

广西省南宁市教育路 5 号 2 号办公楼 322 办

公室
不合格

197 陶胜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

广西省南宁市教育路 5 号 2 号办公楼 322 办

公室
合格

198 罗迦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

广西省南宁市教育路 5 号 2 号办公楼 322 办

公室
合格

199 张淑明 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珠西创谷 154 号 合格

200 杜涵 江门市蓬江区环境监测站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珠西创谷 154 号 合格

201 仇东晓 德州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山东省平原县经济开发区西区 不合格

202 梁涛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商河分局
济南市商河县田园路 2 号（济南市商河县环

境局商河分局）
合格

203 庞成文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商河分局
济南市商河县田园路 2 号（济南市商河县环

境局商河分局）
合格

204 孙城伟
山东长盛泰玻璃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高密市柏城镇长盛泰街 2088 号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