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一、化工组（71 人） 

1 包其富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2 曹寄梅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3 胡国平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4 陆君花 
台州市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中心（台州万祥安全科技有限

公司） 

5 毕新华 台州万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6 陈  垚 台州万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7 陈根良 三江化工集团 

8 刘好三 三江化工有限公司 

9 潘江坤 中国石油浙江销售分公司 

10 凌文华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11 吴发洪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12 丁振宇 浙江工业大学化工机械设计研究所 

13 王正宗 温州理工学院 

14 缪武卫 杭州市第一机械技工学校（杭州市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15 蔡海东 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6 俞焕平 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7 黄素英 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8 常富荣 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19 张长归 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0 谢  俊 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1 周水鹤 浙江泰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2 张雪夫 杭州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23 张群杰 杭州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24 应海源 杭州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25 蔡旭东 杭州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26 金国艳 杭州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27 杜  昶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8 陈志冰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 

29 徐  进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 

30 陆瑞元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 

31 王荣仙 浙江科健安全卫生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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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张晓民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3 毛  盛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4 唐庆国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5 孙根新 浙江和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6 张惠霞 浙江和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7 陈业鸿 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8 葛跃君 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9 黄剑飞 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0 黄  震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1 相继园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2 周玉飞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3 王铁军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4 钱理忠 宁波华东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5 张绍纯 浙江中一寰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6 马兆云 浙江中一寰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7 林观炎 浙江中一寰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8 赵梁燕 浙江中一寰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9 谢唯科 浙江中一寰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50 陈国华 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1 陈晓俊 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2 胡洁萍 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3 张  琦 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54 张  锐 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5 任志钢 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6 王小方 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7 罗海霞 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8 陈国尧 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9 马建勋 浙江国正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60 王马钊 浙江国正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61 温  峻 浙江国正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62 冯新生 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3 舒伟杰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64 朱升干 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65 金清华 杭州杭氧化医工程有限公司 

66 程海锋 杭州杭氧化医工程有限公司 

67 周  亮 杭州杭氧化医工程有限公司 

68 诸建平 杭州杭氧化医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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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唐  明 宁波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70 徐一荃 衢州伟荣药化有限公司 

71 蔡银龙 宁波安捷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二、矿山组（27 人） 

1 石永国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2 张文德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3 杜向阳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4 陈志勇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5 王海宁 中国计量大学 

6 高国庆 浙江金安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7 施东风 浙江金安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8 骆中友 浙江金安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9 华杰雄 浙江金安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0 杨国杏 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 乔保栋 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赵长升 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 张建林 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吴建国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5 陈振华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6 李  忠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7 邵友忠 浙江凯磊建设有限公司 

18 张海平 浙江凯磊建设有限公司 

19 姜晓伟 浙江凯磊建设有限公司 

20 李  奇 温州理工学院 

21 陈章林 杭州佳合矿业技术有限公司 

22 王云土 杭州佳合矿业技术有限公司 

23 汪云峰 杭州佳合矿业技术有限公司 

24 张  明 浙江省遂昌金矿有限公司 

25 吴继琼 浙江省遂昌金矿有限公司 

26 王陈颐 浙江省遂昌金矿有限公司 

27 黎根龙 宁波甬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三、建筑与交通工程组（42 人） 

1 赵敬法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梁  雨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 范国栋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4 方  浩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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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肖方雄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 徐  江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7 沈灿钢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8 王明坚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9 刘  勇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叶文宾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 许  伟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程江峰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 张士平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14 卢青法 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光明码头有限公司 

15 张  末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付显阳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张  莉 浙江工业大学 

18 梁钗军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邹志勇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尹华东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王方远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 董海东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工养护 

23 边成友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4 范远林 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5 徐志颖 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6 何建国 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7 徐建国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28 潘修智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29 林倩霞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30 俞锦伟 浙江交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31 任永良 浙江交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32 傅千龙 浙江交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33 陈建辉 浙江交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34 李博学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桥分公司 

35 张原平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下工程分公司 

36 赵晓刚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下工程分公司 

37 辛国强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下工程分公司 

38 叶建法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下工程分公司 

39 陈纪官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下工程分公司 

40 梁独朕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1 常大江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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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孙建磊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四、综合组（49 人） 

1 梁晓瑜 中国计量大学 

2 刘  辉 中国计量大学 

3 李  琛 中国计量大学 

4 黄冬梅 中国计量大学 

5 张  嵘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 林澄波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7 王海清 浙江能源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8 陈汝蒋 浙江浙能航天氢能技术有限公司 

9 何彭君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 张  宁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1 张恩波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12 陶雪文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13 张银东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14 谢宝晶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15 张丽霞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16 嵇  康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17 王智文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18 薛芳跃 浙江省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19 吴雄伟 浙江省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20 朱金有 浙江省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21 高鹦鹉 浙江省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22 毛春燕 浙江省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23 刘  权 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24 赵  伟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 赵学峰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 李  俊 杭州华电江东热电有限公司 

27 郑小刚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28 金根明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29 范建强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30 杨定照 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大港引航有限公司 

31 奚建胜 杭州市第一机械技工学校（杭州市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32 李国庆 杭州市第一机械技工学校（杭州市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33 王名飞 杭州市第一机械技工学校（杭州市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34 胡素娥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35 骆承法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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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郑恩文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7 郝建国 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8 李志刚 浙江和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39 潘忠良 浙江和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0 钱静华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1 杨云龙 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2 童泽文 浙江圣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43 叶  珍 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44 张晓翔 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楼高洪 金华市职安技能培训中心 

46 童潮镇 宁波乾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7 余华文 浙江中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48 胡煜文 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 

49 俞宜勤 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