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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 
杭建检协（通知）[2022]108 号 

 

关于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技术人员培训通过人员名

单公示的通知（通用、主体结构、地基、钢结构） 

 

各相关单位：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浙江省建设工程检测技术人员实操能力培训

工作的通知》（浙工质【2021】5 号），现将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技

术人员理论和实操均通过的通用科目 6 人、主体结构科目 72 人、地

基科目 33 人、钢结构科目 12 人（详见附件 1），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2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9 日，公示期内，若有异

议，可通过书面方式反映：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8 号中财金融广角 303 室 

 

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

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应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联 系 人：钱艺 

联系电话：0571-8190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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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杭州理论和实操均通过人员名单（通用、主体结构、地基、

钢结构） 

 

 

 

 

 

 

 

 

 

 

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 

                              2022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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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检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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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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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杭州理论和实操均通过人员名单（通用、主体结构、地基、

钢结构）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单位 科目类别 

理论及

实操抽

验结果 

备注 

抽中人员

标注“√” 

1 郑亚萍 杭州宝基建材有限公司 见证取样检测（通用） 通过 √ 

2 孔继鹏 浙江新世纪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见证取样检测（通用） 通过  

3 楼灵燕 浙江循正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见证取样检测（通用） 通过  

4 陈佳豪 浙江中检海德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见证取样检测（通用） 通过  

5 赵忠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见证取样检测（通用） 通过  

6 李颖 浙江求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见证取样检测（通用） 通过  

7 王福根 杭州方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8 高恩 杭州方平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9 汪炜 杭州萧山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0 张英 杭州萧山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1 何俊遥 浙江创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2 李宗奎 浙江翰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3 陈旭玮 浙江华超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14 周健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5 刘森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6 王振东 浙江新世纪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7 顾建松 浙江循正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8 曹利剑 浙江中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19 吴雄文 浙江中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0 谢晨峰 浙江中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1 丁俊驰 浙江中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2 程军 浙江中技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3 邱陈华 浙江卓宁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4 沈波波 浙江卓宁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5 张杰 杭州市市政材料测试站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26 赵洋 杭州市市政材料测试站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7 应子晋 浙江永川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8 徐云峰 杭州方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29 方海安 杭州方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30 魏松良 杭州国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31 张国枫 杭州凌飞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32 蔡芹芳 杭州凌飞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33 李郑红 杭州余杭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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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赖鹏程 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35 汪炳女 浙江德浩应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36 韦缘曦 浙江翰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37 张宁 浙江弘岩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38 周卫佳 浙江建信平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39 吴荣平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0 何其良 浙江科宇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1 徐星星 浙江民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2 杨炳飞 浙江民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3 李梦婷 浙江民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4 王航空 浙江瑞邦科特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5 冯垲 浙江瑞邦科特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6 吴子亮 浙江瑞邦科特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7 张雨 浙江瑞邦科特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8 曹美玲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49 沈圆情 浙江中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0 吴永存 浙江中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1 闫辉 浙江中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2 沈鹏 浙江中检海德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3 俞鑫 浙江中能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4 姚奇鹏 浙江中能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5 余宗彪 浙江中能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6 奚智杰 杭州绿色空间室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57 程鹏飞 杭州绿色空间室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8 武云浩 杭州绿色空间室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59 蒋林科 杭州中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60 唐小刚 杭州中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61 朱燕华 杭州中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62 朱敏 杭州中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63 姜舒艳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64 童辉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65 凡旭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66 吴宾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67 尹昌俊 浙江科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68 杜晓川 浙江中旭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69 李丕周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70 卢奎佑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71 董如浩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72 许鑫丰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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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许尚伟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74 王最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75 张钰敏 浙江众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76 倪伟明 浙江科鉴检测校准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77 金璐超 浙江科鉴检测校准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78 李业成 浙江科鉴检测校准有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 通过 √ 

79 韩俊峰 杭州华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0 徐叶键 浙江久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1 汪操 杭州富阳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2 董文可 杭州国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3 陆永亮 杭州国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4 何欧阳 杭州国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5 赵斌 杭州易通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6 左晓斌 杭州易通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 

87 柴灵鹏 杭州易通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 

88 沈中其 杭州余杭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89 张虞南 杭州浙大福世德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0 施佳誉 杭州浙大福世德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1 刘翔 浙江博华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2 姜舒艳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3 凡旭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4 童辉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5 仇天天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6 黄勇 浙江钢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 

97 徐敏 浙江华超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8 叶俊豪 浙江科鉴检测校准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99 尹昌俊 浙江科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0 陈如意 浙江求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1 刘雄 浙江求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2 颜炜杰 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3 金杰 浙江瑞邦科特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4 黄迦略 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5 金鹏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6 王锡宏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7 余成波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8 郑凯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09 黄俊武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10 沈明达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111 陈涛 浙江众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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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凡旭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13 范铮阳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14 来云林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 

115 詹慧军 浙江兴红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16 吴志强 浙江中技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17 乐迎旺 浙江弘岩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 

118 孙楚 浙江弘岩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19 沈奇 杭州萧山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20 童辉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21 姜舒艳 浙江大港桥梁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 

122 李丕周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123 郑明玉 浙江亿桥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通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