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1 苏州燕元安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10 仲崇尚 通过

2 苏州安恒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11 吴天贺 通过

3 苏州安恒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12 吴春芹 通过

4 苏州睿诺益达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13 曹长益 通过

5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14 周雅倩 通过

6 常熟久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15 陈昌虎 通过

7 常熟久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16 范燕 通过

8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17 毛良霞 通过

9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18 葛艳杰 通过

10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19 王小云 通过

11 苏州元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20 姚思依 通过

12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21 刘俊晨 通过

13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22 唐朱丹 通过

14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23 陈悦 通过

15 苏州辉安辉久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24 李小枫 通过

16 苏州辉安辉久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25 刘金维民 通过

17 苏州辉安辉久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26 刘观耀 通过

18 苏州辉安辉久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27 侯杨焱 通过

19 苏州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28 陈晨 通过

20 苏州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29 张传杰 通过

21 苏州嘉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0 陆佳帆 通过

22 苏州燕元安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1 刘超 通过

23 苏州燕元安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2 周勇 通过

24 苏州燕元安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3 梅雯婷 通过

25 苏州燕元安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4 张婷 通过

26 苏州燕元安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5 沈志强 通过

27 苏州元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6 郝敬乐 通过

28 苏州嘉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7 朱建章 通过

29 苏州燕元安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8 姚其平 通过

30 苏州艾瑞克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39 王玉玺 通过

31 苏州欲安安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0 陈锦宇 通过

32 苏州欲安安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1 朱立武 通过

33 苏州嘉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2 徐洁 通过

34 常熟市蓝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3 周旭健 通过

35 苏州凯赛安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4 蔡军 通过

苏州市工贸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含小微企业标准化）培训班

评审员考核情况

编号 姓名 考核情况序号 单位

页码：1/2 证书有效期：2019年9月16日~2022年9月15日



苏州市安全生产管理协会

苏州市工贸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含小微企业标准化）培训班

评审员考核情况

编号 姓名 考核情况序号 单位

36 常熟市蓝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5 沈伟文 通过

37 上海普兰认证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46 曹志伟 通过

38 上海普可建设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7 何笑冬 通过

39 上海普兰认证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Suzhax-2019-P0048 李家展 通过

40 上海普可建设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49 赵威振 通过

41 苏州天斡蒂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0 张瑜 通过

42 苏州天斡蒂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1 牛建春 通过

43 苏州欲安安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2 张厚瑞 通过

44 苏州欲安安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3 毛凤英 通过

45 苏州欲安安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4 徐婧 通过

46 苏州欲安安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5 徐罕军 通过

47 苏州安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6 李良悦 通过

48 苏州安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7 李福霖 通过

49 苏州安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8 田瑶 通过

50 苏州舒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59 王利军 通过

51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0 王贤 通过

52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1 陆巧 通过

53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2 胡扬杰 通过

54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3 卓晓丽 通过

55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4 洪洋 通过

56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5 李晶晶 通过

57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6 王大春 通过

58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7 臧润兵 通过

59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8 丁朝平 通过

60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69 苗增叶 通过

61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0 于淑宏 通过

62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1 刘长松 通过

63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2 刘大军 通过

64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3 陈科 通过

65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4 刘鹏 通过

66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5 浦春华 通过

67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6 褚铁生 通过

68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7 魏帅 通过

69 苏州安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8 孙庆玲 通过

70 苏州安酷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uzhax-2019-P0079 罗应美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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