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检定员证编号 检定项目名称 发证日期 备注

1 张春梅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75号

压力表、出租车计价器、血细胞分
析仪、生化分析仪、心电监护仪、X
光医用诊断仪、心电图机、B超、压
缩空气呼吸器、诊断剂量（CR、
DR）、诊断剂量（CT）

2012.12.31

2 王奎军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0号

数字指示秤、非自行指示秤、模拟
指示秤、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定
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2012.12.31

3 孔祥铮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92号

水表、电能表、燃气表、热能表 2012.12.31

4 宣庆华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02〕计检证吉
法字第0620号

燃油加油机 2002.05.10

5 李凤武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77号

燃油加油机 2012.12.31

6 丛长军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600号

数字指示秤、电子计价秤、弹簧度
盘秤、天平、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2012.12.31

7 王博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09号

砝码、天平、加气机、生化分析仪
、小容量、吸收光谱仪、温湿度计
、水分测定仪、温度变送器、酸度
、离子计、电导率仪、工作用热电
偶（廉金属）、工作用热电偶（贵
金属）、表面温度计、浊度计、液
相色谱仪

2014.05.06

松原市持有原《计量检定员证》人员名单



8 路桂玲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74号

生化分析仪、B超、X光医用诊断仪
、压力表、血压计、电话计费器、
验光镜片箱、焦度计、验光机、压
力表送器、压力控制器、压力开关
、诊断剂量（CR、DR）、出租汽车
计价器、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
多参数监护仪、血液透析、诊断剂
量（CT）、压力表

2012.12.31

9 周东辉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72号

X光医用诊断仪、验光镜片箱、压力
表、焦度计、验光机、氧气吸入器
、出租车计价器、压力变送器、压
力控制器、压力开关、燃油加油机
、诊断剂量（CR、DR）、心电图机
、心电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压
力表、血压计、诊断剂量（CT）、
注射泵和输液泵、呼吸机

2012.12.31

10 王丹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3号

电话计费器、室内空气温度检测、
气体测报器、血压计、压力表

2012.12.31

11 孟庆军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6号

干燥箱、天平、CNG加气机、酸度计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玻璃液体
温度计、水泥软链、通用卡尺、常
用玻璃器、磁性、电式覆层厚度测
量仪、液态物料灌装机、砝码、天
平、温湿度计、水分测定仪、温度
变送器、工作用热电偶（廉金属）
、工作用热电偶（贵金属）、工作

用电阻温度计、表面温度计

2012.12.31



12 孙逸群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5号

玻璃液体温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CNG加气机、天平、干燥箱、
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酸度计
、酶标分析仪、电导率仪、浊度计
、液态物料灌装机、常用玻璃量器
、小容量、温湿度计、水分测定仪
、温度变送器、工作用热电偶（廉
金属）、工作用热电偶（贵金属）
、工作用电阻温度计、表面温度计
、吸收光谱仪

2012.12.31

13 安丽丽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4号

玻璃液体温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CNG加气机、天平、干燥箱、
液态物料灌装机、酸度计、气相色
谱仪、液相色谱仪、酶标分析仪、
电导率仪、浊度计、小容量、温湿
度计、水分测定仪、温度变送器、
砝码、工作用热电偶（廉金属）、
工作用热电偶（贵金属）、工作用
电阻温度计、表面温度计、吸收光
谱仪

2012.12.31

14 刘士威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610号

出租汽车计价器 2012.12.31

15 刘秀梅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76号

X光医用诊断仪、心电图机、B超、 2012.12.31

16 郜丽林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19号

水表、燃气表、 2014.5.26

17 付宗兴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94号

水表、燃气表、电能表、热能表、 2012.12.31

18 王建忠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5〕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7号

验光仪、验光镜片箱、拉力、压力
和万能试验机、数字指示秤、

2015.10.26



19 刘石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1号

数字指示秤、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2012.12.31

20 刘秀娟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7号

材料试验机、水泥软链、重力式自
动装料衡器、通用卡尺、常用玻璃
量器、磁性、电式覆层厚度测量仪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2012.12.31

21 何兵兵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6〕计检证吉
法字第0681号

拉力、压力和万能试验机 2016.6.14

22 王红侠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6〕计检证吉
法字第0680号

验光仪 2016.6.14

23 邹环宇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71号

X光医用诊断仪、出租车计价器、B
超、心电图机、氧气吸入器、压力
表、验光机、焦度计、验光镜片箱
、血细胞分析仪、生化分析仪、压
力变送器、压力控制器、压力开关
、诊断剂量（CR、DR）、心电图机
、心电监护仪、多参数监护仪、压
力表、血压计、血液透析机、动态
（可移动）心电图机、诊断剂量

（CT）、注射泵和输液泵、DSA系统
X射线辐射源

2012.12.31

24 李朝禹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5〕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4号

拉力、压力和万能试验机、数字指
示秤、

2015.06.24

25 李宏光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15号

压力表、血压计、心电图机、数字
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动态（可
移动）心电图机、出租车计价器、
生化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可燃
气体报警器、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26 白玉影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73号

砝码、出租车计价器、血压计、压
力表、氧气吸入器、心电图机、心
电监护仪、压力变送器、压力控制
器、压力开关、多参数监护仪、压
力表、血液透析机、DSA系统X射线
辐射源、诊断剂量（CR、DR）、诊
断剂量（CT）、血细胞分析仪、生
化分析仪

2012.12.31

27 刘子睿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3号

诊断剂量（CT）、医用注射泵和输
液泵、呼吸机、血压计、拉力、压
力和万能试验机

2014.9.11

28 张可心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1号

家用电能表、压力表、血压计、吸
收光谱仪、拉力、压力和万能试验
机、水泥胶砂搅拌机、水泥净浆搅
拌机、胶砂试体成型振实台、

2014.9.11

29 邓春辉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14号

水表、燃气表、 2014.5.26

30 包阿雪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2号

家用电能表、电能表、水表、热量
表、燃气表、验光镜片箱、验光仪

31 毕永和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0613号

热量表、水表、燃气表、家用电能
表、电能表、

2014.5.26

32 宣昂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95号

水表、燃气表、电能表、热能表、
燃油加油机

2012.12.31

33 蒙艳艳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5〕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6号

电能表、家用电能表、水表、热量
表、燃气表

2015.10.25

34 李楠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89号

有毒气体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器
、压力表、玻璃液体温度计、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CNG加气机、燃油
加油机、压缩空气呼吸器、氧气检
测报警器、二氧化碳检测报警器

2012.12.31



35 姜秀英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93号

热能表、水表、燃气表、电能表、
IC卡公用电话计时计费、电话计费
器、验光镜片箱、焦度计、验光机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2012.12.31

36 王庆文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91号

水表、电能表、燃气表、热能表、
燃油加油机、空气呼吸器

2012.12.31

37 于鑫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6〕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8号

水泥胶砂搅拌机、水泥净浆搅拌机
、胶砂试体成型振实台、

2016.05.12

38 王守权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1〕计检证吉
法字第0599号

数字指示秤、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拉力、压力和万能试验机

2011.06.08

39 孙宇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3〕计检证吉
法字第0607号

燃油加油机、压缩空气呼吸器 2013.08.21

40 王红波 女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6〕计检证吉
法字第0679号

验光仪 2016.06.14

41 艾雪峰 男
松原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

所
〔2012〕计检证吉
法字第0598号

材料试验机、水泥软链 2012.12.31

42
高继德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52号

数字指示秤
2012.12.30

43
李洪军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55号

天平、砝码
2012.12.30

44
李炜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39号

B超、血压计、氧气吸入器、数字指
示秤、重力式装料秤、非自行指示
秤、中容量

2012.12.30

45
黄兴国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0〕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31号

B超、血压计、氧气吸入器、数字指
示秤、重力式装料秤、非自行指示
秤、中容量

2012.12.30

46
王佳音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8〕计检证松
法字第1060号

B超、血压计、氧气吸入器、数字指
示秤、重力式装料秤、非自行指示
秤、燃油加油机

2012.12.30



47
李鹤 女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40号

温度计、天平、砝码、容重器、干
燥箱、玻璃量器

2012.12.30

48
涂兴华 女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35号

温度计、天平、砝码、容重器、干
燥箱、玻璃量器

2012.12.30

49
张志忠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41号

数字指示秤
2012.12.30

50
孟庆辉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53号

数字指示秤
2012.12.30

51
于天天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2号

B超、血压计、氧气吸入器、数字指
示秤、重力式装料秤、非自行指示
秤、中容量

2012.12.30

52
王凤海 男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6〕计检证松
法字第06001号

数字指示秤、重力式装料秤
2012.12.30

53
郐仲霞 女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38号

压力表检定、压力变送器
2012.12.30

54
吴志明 女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32号

压力表检定、压力变送器
2012.12.30

55
杜晶 女

前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37号

温度计、天平、砝码、容重器、干
燥箱

2012.12.30

56 何丽娟 女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42号

压力表、血压计 2012.12.30

57 李永新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16号

电子汽车衡、弹簧度盘秤、台秤 2012.12.30

58 巨 博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17号

电子汽车衡、弹簧度盘秤、台秤 2012.12.30

59 王志军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47号

天平、砝码 2012.12.30

60 孙东明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1〕计检证松
法字第0050号

出租汽车计价器、冷水水表、燃气
表

2012.12.30



61 王秀艳 女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6〕计检证松
法字第06006号

天平、砝码

62 安宏琳 女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9〕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号
天平 2012.12.30

63 杜忠慧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3号

冷水水表、燃气表 2012.12.30

64 董占伟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0号

冷水水表、燃气表 2012.12.30

65 辛源龙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1〕计检证松
法字第0051号

出租汽车计价器、弹簧度盘秤、台
秤、电子汽车衡、重力式装料衡器

2011.05.15

66 马生伟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1号

重力式装料衡器、出租汽车计价器
、电子汽车衡、台秤、燃油加油机

2012.12.30

67 李英杰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2号

重力式装料衡器、电子汽车衡、台
秤、天平、砝码、燃油加油机

2012.12.30

68 魏成国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13号
非自动衡器 2012．12．30

69 王晓轩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18号
非自动秤、燃气表 2012．12．30

70 王伟彬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63号
压力表、血压计、燃气表 2012．12．30

71 齐伟民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64号
水表 2012．12．30

72 于显航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65号
燃油加油机 2013．08．01

73 于  刚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69号
燃气表、水表 2012．12．30

74 胡建立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70号
非自动秤 2012．12．30

75 王晓斌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72号
非自动秤 2012．12．30



76 吴晓忱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73号
天平、砝码、燃气表 2012．12．30

77 周恩义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75号
非自动秤 2012．12．30

78 孙长达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76号
天平、砝码、谷物容重器 2012．12．30

79 薛玉良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吉

字第2080号
非自动秤、重力式装料衡器 2012．12．30

80 谢  民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8〕计检证吉

字第2068号
衡器 2012．12．30

81 温洪明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8〕计检证吉

字第2077号
压力表、血压计 2012．12．30

82 王凤明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0〕计检证吉

字第2090号
非自动秤 2012．12．30

83 庞建辉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0〕计检证吉

字第2091号
衡器 2012．12．30

84 胡国臣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0〕计检证吉

字第2092号
衡器 2012．12．30

85 郭力丹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0〕计检证吉

字第2094号
天平、砝码、谷物容重器 2012．12．30

86 张  秋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0〕计检证吉

字第2097号
水表 2012．12．30

87 齐秀国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1〕计检证吉

字第0052号
非自动衡器 2012．12．30

88 张立壮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1〕计检证吉

字第0053号
非自动衡器 2012．12．30

89 王维平 女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吉

字第0019号
血压计 2012．12．30

90 刘晓辉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吉

字第0020号
燃油加油机 2012．12．30



91 周春龙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吉

字第0087号
血压计、压力表、非自动衡器、中

容量、天平、砝码、小容量
2012．12．30

92 张玲利 男 长岭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3〕计检证吉

字第002号
非自动秤、燃油加油机 2013．08．01

93 陈兴华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04号

衡器 2012.12.30

94 魏春峰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4号

压力表 2012.12.30

95 姜克峰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4〕计检证松
法字第04002号

水表、压力表、燃气表 2012.12.30

96 刘伟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06号

衡器、压力表、血压计 2012.12.30

97 张晓威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6〕计检证松
法字第06004号

衡器、电话计费器 2012.12.30

98 陈超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8号

衡器、电话计费器、燃气表 2012.12.30

99 王立国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2〕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5号

压力表 2012.12.30

100 刘成龙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4〕计检证松

法字第007号
衡器 2014.11.17

101 田小亮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3〕计检证松
法字第 02009号

燃油加油机 2013.08.01

102 王立志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21号

压力表 2012.12.30

103 刘长军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05号

衡器 2012.12.30

104 赵玉强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29号

天平、砝码 2012.12.30



105 郭文艳 女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28号

天平、砝码 2012.12.30

106 宋昭国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10号

衡器、燃油加油机 2012.12.30

107 彭宏雨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6〕计检证松
法字第06005号

衡器、压力表 2012.12.30

108 夏荣伟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松法〕计检证字
第200202003号

衡器、压力表、血压计 2002.10.30

109 侯胜 男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4〕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号
非自动衡器、燃气表 2014.11.17

110 赵春红 女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02〕计检证松
法字第02008号

天平、砝码、压力表 2012.12.30

111 王立梅 女 乾安县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松法〕计检证字
第200202011号

压力表、血压计 2002.10.30

112
刘国强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1〕计检证吉
法字第1676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11.12.20

113
王熙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1〕计检证吉
法字第1677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11.12.20

114
苏丽华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1〕计检证吉
法字第1746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11.12.20

115
李冬雪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7〕计检证吉
法字第1681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07.08.07

116
赵晓宇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1〕计检证吉
法字第1696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11.12.20



117
梁家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1〕计检证吉
法字第1696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08.12.23

118
郑营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8〕计检证吉
法字第1698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08.12.23

119
刘仁杰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1262号

家用电能表、电能表、测量互感器
2014.09.08

120
陈乐佳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7〕计检证吉
法字第1682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07.08.07

121
李松明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1〕计检证吉
法字第1699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11.12.20

122
解春苗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7〕计检证吉
法字第1679号

0.2S级及以下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0.2级及以下测量用电压互感器、
0.2S级及以下安装式电能表

2007.08.07

123 生洪宇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量证吉
法字第1037号

单、三相电能表，测量用互感器 2009.08.15

124 黄家成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量证吉
法字第1051号

单、三相电能表，测量用互感器 2014.11.30

125 吴晶章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量证吉
法字第1039号

单、三相电能表，测量用互感器 2014.11.30

126 李海兵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量证吉
法字第1188号

单、三相电能表，测量用互感器 2006.03.12

127 闫立忠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法字第1201号

0.5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0.2
级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06.03.12

128 高航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法字第1198号

0.5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0.2
级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06.03.12



129 邓祺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1355号

0.5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0.2
级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14.09.08

130 陈龙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1356号

0.2级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14.09.08

131 关清梅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14〕计检证吉
法字第1357号

0.2级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14.09.08

132
尹荣军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检证吉
法字第1373号

家用电能表、电能表、测量互感器
2009.08.13

133
王立野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检证吉
法字第1375号

家用电能表、电能表、测量互感器
2009.08.13

134
杨海光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检证吉
法字第1374号

家用电能表、电能表、测量互感器
2009.08.13

135
孙大秋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检证吉
法字第1377号

家用电能表、电能表、测量互感器
2009.08.13

136
樊纹明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9〕计检证吉
法字第1378号

家用电能表、电能表、测量互感器
2009.08.13

137
王晶轩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法字第1210号

家用电能表 测量互感器
2006.03.31

138
季秀玲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法字第1211号

家用电能表 测量互感器
2006.03.31

139
姬鹏松 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法字第1212号

家用电能表 测量互感器
2006.03.31

140 任静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字第1226号
1.0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 2006.04.02

141 王秋菊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字第1219号
0.5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0.2级及

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06.04.02

142 张艳丽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字第1214号
0.5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0.2级及

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06.04.02

143 菅丽娟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字第1225号
1.0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0.2级及

以下测量用互感器
2006.04.02



144 李晓维 女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

供电公司
〔2006〕计检证吉

字第1224号
0.5级及以下单.三相电能表 2006.04.02

145 刘英杰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5〕计检证松

企字第005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 2015.11.17

146 吴丽华 女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17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压力变送器
及数字压力计、工作用膨胀式温度
计、工业用电阻温度计、工作用热
电偶、温度二次仪表、气体测报器

2012.12.31

147 倪树山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6〕计检证吉
企字第0350号

压力变送器及数字压力计、压力表
、气体测报器

2016.03.21

148 曲  波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6〕计检证吉
企字第0351号

压力变送器及数字压力计、压力表
、气体测报器

2016.03.21

149 黄云鹤 女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5〕计检证松

企字第002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 2015.11.17

150 彭  蕾 女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18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压力变送器
及数字压力计、温度二次仪表

2012.12.31

151 韩东相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松〕计检证

（企）字第0003号
压力变送器及数字压力计、工业用

电阻温度计
2016.06.27

152 高立山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松〕计检证

（企）字第0006号
压力变送器及数字压力计、工业用
电阻温度计、工作用膨胀式温度计

2016.06.27

153 张明福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5〕计检证松

企字第003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 2015.11.17

154 刘晶宇 女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6〕计检证吉
企字第0349号

压力变送器及数字压力计、气体测
报器

2016.03.21

155 张凤明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松〕计检证

（企）字第0018号
压力变送器及数字压力计 2016.06.27

156 杜艳军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松〕计检证

（企）字第0010号
压力变送器及数字压力计 2016.06.27

157 李玉东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5〕计检证松

企字第004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 2015.11.17



158 李浩然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松〕计检证

（企）字第0009号
工业用电阻温度计、工作用膨胀式

温度计
2016.06.27

159 常德刚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松〕计检证

（企）字第0012号
工作用热电偶 2016.06.27

160 陈红芳 女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20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温度计、热
电阻、热电偶、测温二次仪表、可

燃气体报警器
2012.12.31

161 顾胜军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原油流量计、气体流量计 2012.05.06

162 陈密雨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原油流量计、气体流量计 2014.05.31

163 武文岩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22号

压力表、精密压力表、温度计、热
电阻、热电偶、测温二次仪表、可

燃气体报警器
2012.12.31

164 赵振涛 男
吉林石油集团吉松质量技术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松〕计检证

（企）字第0004号
工作用热电偶、温度二次仪表、工

作用膨胀式温度计
2016.6.27

165 高湘源 男 扶余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
[2015]计检证松

法字第001号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2015.01.20

166 李顺育 女
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松原

装备制造分公司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209号

万能量具 、角度规 2017.12.15

167 郑丽华 女
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松原

装备制造分公司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207号

万能量具、角度规 2017.12.15

168 马平 女
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松原

装备制造分公司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208号

万能量具、角度规 2017.12.15

169 王丽莉 女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12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表
、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4
、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0 石颖 女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15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1 何卫 女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11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2 王丹 女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16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3 王玲 女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14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4 孙寒冰 男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05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5 于凯波 男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07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6 孙有林 男 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管理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06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7 高兴业 男 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01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6、兆欧表

2012.12.31

178 康中秀 女 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02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7、兆欧表

2012.12.31

179 李桂杰 女 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09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7、兆欧表

2012.12.31

180 刘洋 男 供电公司电气试验站
〔2012〕计检证吉
企字第0344号

1、单三相电能表2、电流表、电压
表、功率表及电阻表3、电流互感器
4、电压互感器5、万用表7、兆欧表

2012.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