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 期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人员考试安排

及其分组 

一、考试安排 

1、时间安排 

组别 理论考试 实操考试 口试 备注 

1 13 日上午 7:30-9:00 

13 日下午 13:00-17:00 

  

2 13 日上午 9:00-10:30   

3 13 日上午 10:30-12:00   

4 13 日下午 13:00-14:30 

13 日上午 8:00-12:00 

  

5 13 日下午 14:30-16:00   

6 13 日下午 16:00-17:30   

7 14 日下午 13:00-14:30 

14 日上午 8:00-12:00 

  

8 14 日下午 14:30-16:00   

9 14 日下午 16:00-17:30   

10 14 日上午 8:30-10:00 

14 日下午 13:00-17:00 

  

11 14 日上午 10:00-11:30 含理论补考 

12 / 实操补考 

注：1、理论补考于 14日上午考核，具体安排见上 11组及分组表； 

2、实操补考考试时间为 14 日下午 1:00-17:00。 

 

请各位考生根据考试安排按时进行考核。 

2、地点安排 

理论考试地点：济南市历城区华能路 89 号 4 楼理论考场； 

口试考试地点：冶金宾馆，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39-1 号； 

实操考试地点：冶金宾馆，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39-1 号。 



二、分组表 

第 41 期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作业人员考试分组表 

考号 组别 姓名 地区 单位名称 备注项目 

1 

1 

王鹏 烟台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R2 

2 张弓 烟台 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R2 

3 陈华磊 日照 日照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4 潘江 日照 日照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5 郑佳璐 日照 日照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6 王峰 日照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R2 

7 王杉杉 日照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R2 

8 陈鑫 日照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9 韩坤 日照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10 李文超 日照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11 梁煜 日照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12 尚建华 日照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13 许强 日照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14 赵兴旭 日照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15 李山 枣庄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16 李修义 枣庄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17 李振 枣庄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18 宋欣峰 枣庄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19 赵华勇 枣庄 山东中科绿碳科技有限公司 R2 

20 
 

2 

 

李玖龙 枣庄 枣庄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21 吕振 枣庄 枣庄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22 刘祥 临沂 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 R2 

23 武艺 临沂 金沂蒙集团有限公司 R2 



24  

 

 

 

2 

孙士华 临沂 临沂奥星化工有限公司 R2 

25 杨金华 临沂 临沂奥星化工有限公司 R2 

26 刘国红 临沂 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2 

27 刘迎春 临沂 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2 

28 齐文杰 临沂 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2 

29 王春莲 临沂 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2 

30 李先明 临沂 临沂中孚天然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R2 

31 白宇洋 临沂 山东启阳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R2 

32 邓瑞 临沂 山东启阳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R2 

33 侯兆粉 临沂 山东启阳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R2 

34 马川 临沂 山东启阳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R2 

35 王霞 临沂 山东启阳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R2 

36 王永强 临沂 山东启阳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R2 

37 张传正 临沂 山东启阳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R2 

38 主俊杰 临沂 莒南县顺德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R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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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云龙 临沂 山东钢铁集团永锋临港有限公司 R2 

40 侯丙贤 临沂 山东钢铁集团永锋临港有限公司 R2 

41 徐秀臣 临沂 山东钢铁集团永锋临港有限公司 R2 

42 卢绪兵 临沂 山东恒昌聚材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43 王荣宝 临沂 山东恒昌聚材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44 侯国强 临沂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45 刘忠诚 临沂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46 王有强 临沂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47 程涛 临沂 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48 赵明军 临沂 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49 
诸葛军

堂 
临沂 中化山东肥业有限公司 R2 

50 于甲甲 菏泽 菏泽清源油气有限公司 R2 



51  

 

3 

 

 

董发通 菏泽 山东恒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R2 

52 付红涛 菏泽 山东恒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R2 

53 刘子腾 菏泽 山东恒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R2 

54 高畅 滨州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2 

55 王斌 滨州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2 

56 杨玉宁 滨州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2 

57 王小康 滨州 兴友新材料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R2 

58 

4 

郝蓬波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59 靳真真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60 李建建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61 姚军杰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62 张安安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63 张栋栋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64 赵恒洋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65 郑同德 滨州 滨州大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R2 

66 高国鑫 滨州 山东滨华氢能源有限公司 R2 

67 高祥 滨州 山东滨华氢能源有限公司 R2 

68 张紫阳 滨州 山东滨华氢能源有限公司 R2 

69 陈伟辉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0 崔璇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1 丁旭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2 董志祥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3 付文学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4 韩路路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5 胡占禄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6 李琦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7 5 刘洪珣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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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乾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79 马聪聪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80 孟垂林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81 王浩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82 王俊水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83 王文君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84 张国忠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85 赵晨阳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86 巩浩 滨州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R2 

87 刘金刚 滨州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88 宋洋洋 滨州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89 尹玉亭 滨州 山东京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90 安康 滨州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 R2 

91 程鹏旺 滨州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 R2 

92 刘莹莹 滨州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 R2 

93 闫萤萤 滨州 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 R2 

94 靳成镇 滨州 淄博盈德气体有限公司邹平分公司 R2 

95 李长翔 济宁 山东鸿奥燃气有限公司 R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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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晗 济宁 济宁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97 郑浩 济宁 济宁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98 张珂 济宁 济宁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金乡加气站 R2 

99 韩政 济宁 济宁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曲阜母站 R2 

100 王政 济宁 济宁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曲阜母站 R2 

101 黄亮 济宁 曲阜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102 孔科 济宁 曲阜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103 孟凡斌 济宁 曲阜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104 马洪 济宁 山东兖矿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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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生 济宁 山东兖矿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R2 

106 李方彬 聊城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化工一分公司 R2 

107 赵林林 聊城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2 

108 郝磊忠 聊城 聊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R2 

109 亢琳琳 聊城 聊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R2 

110 王莉 聊城 聊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R2 

111 刘敦龙 济宁 山东鸿奥燃气有限公司 R2 

112 陆法苗 济宁 林德气体（济宁）有限公司 R2 

113 白公义 济宁 山东省鲁泰化学有限公司 R2 

114 周艺辉 潍坊 青州市宏源燃气有限公司 R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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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溪欣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16 丁汉云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17 侯志楷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18 刘瑾焘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19 刘炫均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0 刘志强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1 孙浩天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2 孙洪武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3 孙振明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4 张云清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5 周红岩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6 周金磊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7 朱明伟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128 胡支领 德州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129 胡宝坤 德州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130 周金锁 德州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131 张俊杰 德州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132 7 张磊 德州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133 马珂 德州 山东济华德润燃气有限公司 R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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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殿君 德州 德州富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R2 

135 杜洪升 德州 德州富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R2 

136 李进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37 刘以阳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38 孙建国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39 孙立博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40 王雷臣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41 王胜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42 张汝宝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43 张祖保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44 赵传勇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45 胡吉利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146 滑薛伟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147 乜子元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148 祁兴治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149 孙梦超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150 徐凤豹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151 李勇 德州 山东长信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152 周岑 德州 山东长信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2 

153 

 

 

9 

 

邓国胜 德州 山东聚核科技有限公司 R2 

154 夏贞鹏 德州 山东聚核科技有限公司 R2 

155 徐贵春 德州 山东聚核科技有限公司 R2 

156 李勇 德州 德州金威燃气有限公司 R2 

157 于国伟 德州 德州金威燃气有限公司 R2 

158 葛孚刚 德州 山东省乐陵市铁营镇山东科荣化工有限公司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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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新 德州 山东省乐陵市铁营镇山东科荣化工有限公司 R2 

160 王志明 德州 山东省乐陵市铁营镇山东科荣化工有限公司 R2 

161 罗伟杰 德州 胜利油田德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R2 

162 赵伟南 德州 胜利油田德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R2 

163 张学元 潍坊 山东昊邦化学有限公司 R2 

164 刘德永 泰安 山东泰安交运集团泰安平安燃气运输有限公司 R2 

165 宋洪程 泰安 泰安合兴燃气 R2 

166 宫学春 泰安 山东泰安交运集团泰安平安燃气运输有限公司 R2 

167 胡彬 泰安 山东泰安交运集团泰安平安燃气运输有限公司 R2 

168 李衍兵 泰安 山东泰安交运集团泰安平安燃气运输有限公司 R2 

169 刘世军 泰安 山东泰安交运集团泰安平安燃气运输有限公司 R2 

170 陈磊 济南 济钢鲍德气体有限公司 R2 

171 宫旭辉 济南 济南艾科申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R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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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济南 济南德洋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R2 

173 刘云 济南 济南绿园供热有限公司 R2 

174 党允臣 济南 山东氢华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175 李祖斌 济南 山东氢华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176 宋永超 济南 山东氢华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177 时秀业 济南 山东盛世阳光气体有限公司 R2 

178 王雪龙 济南 山东盛世阳光气体有限公司 R2 

179 隗丰河 济南 山东晋煤日月化工有限公司 R2 

180 杨洋 济南 山东盛世阳光气体有限公司 R2 

181 王磊 济南 济南艾科申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R2 

182 郭朝 济南 山东晋煤日月化工有限公司 R2 

183 黄科 济南 山东晋煤日月化工有限公司 R2 

184 刘宏刚 德州 山东济华德润燃气有限公司 R2 

185 张言新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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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帅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187 赵淑强 聊城 茌平信发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R2 

补 1 麻泽峰 德州 德州金威燃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2 隗莉 济南 济南市华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3 胡亚男 济南 济南能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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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书成 济南 山东中油洁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5 常茂华 菏泽 恒昌化工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6 孙冬 菏泽 东明恒昌化工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7 张琦 菏泽 东明恒昌化工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8 李少峰 德州 山东兴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9 刘金圆 滨州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0 刘立华 德州 山东兴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1 邱怀乾 聊城 高唐金时燃气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2 史成静 德州 山东彤运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3 宋成海 济宁 兖矿国际焦化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4 苏广明 临沂 临沂远博化工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5 迟明成 潍坊 山东成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6 王峰 临沂 蒙阴县佳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7 伊树全 临沂 山东奥星能源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8 张传银 临沂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19 赵壮 泰安 泰安市金通燃气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20 朱志成 济宁 曲阜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R2 理论补考 

补 21 焦伟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22 隗洪发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23 张杰 德州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Y1 理论补考 

补 24 许赛莉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25 刘金凤 济南 华强方特（济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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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彤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27 张杰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28 祖玉欣 济南 济南融创铭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Y2 理论补考 

补 29 张敏 东营 胜利油田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现河技术检测站 F 理论补考 

补 30 惠晓苗 东营 胜利油田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现河技术检测站 F 理论补考 

补 31 陈烁宇 东营 胜利油田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现河技术检测站 F 理论补考 

补 32 曹建军 东营 胜利油田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现河技术检测站 F 理论补考 

补 33 李玲 东营 胜利油田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现河技术检测站 F 理论补考 

补 34 郭庭誉 威海 国和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35 吴廷伟 德州 德州浩全安全阀检验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36 时喜明 烟台 烟台泓阳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37 王传民 枣庄 滕州市晨明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38 李波 烟台 烟台市鸿安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39 李鑫 烟台 烟台市鸿安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40 李丁丁 滨州 山东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41 王超 临沂 山东瑞莱克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42 杨怀建 济南 山东华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43 杨怀梅 济南 山东华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F 理论补考 

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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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长雷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45 褚夫栋 临沂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46 单威 临沂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47 翟秀苹 泰安 山东泰汶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48 丁彬 济南 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49 杜青 济南 山东中油洁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0 封云云 泰安 山东泰汶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1 胡刚 聊城 临清市恒圆精工部件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2 李会波 潍坊 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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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梅 枣庄 滕州市天长气体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4 刘宁 德州 
胜利油田德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玉皇庙油气分

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5 刘云 泰安 山东泰汶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6 马林林 临沂 奥德集团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7 潘先庆 聊城 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8 田海岗 济宁 山东鸿奥燃气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59 王红红 泰安 山东泰汶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0 王家进 潍坊 个人 R2 实操补考 

补 61 王胜利 济南 济南能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2 韦修委 泰安 山东恒信高科能源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3 吴冬冬 泰安 山东泰汶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4 徐蛟 临沂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5 徐世成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6 徐万生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7 徐万涛 德州 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8 杨健 泰安 山东泰汶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69 周广涛 济南 山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补 70 朱昌宽 济南 山东中油洁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R2 实操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