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冯志学 CAR040201190024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25 马彦军 CAR040201190025 河南硕邦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 

26 闫辉利 CAR040201190026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27 袁荣轶 CAR040201190027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28 李向辉 CAR040201190028 湖南兰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 

29 段广建 CAR040201190029 南京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 

30 宫  鹏 CAR040201190030 海普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31 蒋合叶 CAR040201190031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省 

32 李雪峰 CAR040201190032 南京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 

33 刘金玲 CAR040201190033 南京克来沃美的暖通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省 

34 卢静林 CAR040201190034 海普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35 唐  兴 CAR040201190035 江苏世林博尔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 

36 王雪峰 CAR040201190036 南京冷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37 吴  伟 CAR040201190037 江苏雪梅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 

38 颜  俊 CAR040201190038 泰州市南风冷链有限公司 江苏省 

39 袁庆华 CAR040201190039 南京冬暖夏凉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 

40 张仁建 CAR040201190040 海普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省 

41 张义学 CAR040201190041 博格思众（常州）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省 

42 李  钢 CAR040201190042 山东美琳达再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 

43 王晶晶 CAR040201190043 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山东省 

44 王泽富 CAR040201190044 山东绿特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山东省 

45 陈建红 CAR040201190045 上海第一冷冻机厂有限公司 上海市 

46 付小龙 CAR040201190046 天津市法克斯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 

47 高  强 CAR040201190047 杭州三花微通道换热器有限公司 浙江省 

48 何华土 CAR040201190048 浙江吉泰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省 

49 李  俊 CAR040201190049 杭州崇贤崇尚雷迪森酒店 浙江省 

50 李  雅 CAR040201190050 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省 

51 林  通 CAR040201190051 台州龙江化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52 夏时川 CAR040201190052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 

53 熊从贵 CAR040201190053 台州龙江化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54 张德勇 CAR040201190054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 

55 张  杰 CAR040201190055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 

56 周大潮 CAR040201190056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 

57 苗玉涛 CAR040201190057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58 孙  萌 CAR040201190058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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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黄智强 CAR040301190059 北京中科华誉热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市 

60 刘宏昌 CAR040301190060 海军研究院 北京市 

61 陈  红 CAR040301190061 重庆马龙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市 

62 江文益 CAR040301190062 重庆奔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 

63 刘  达 CAR040301190063 重庆市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64 刘晓东 CAR040301190064 重庆大学 重庆市 

65 彭宣伟 CAR040301190065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市 

66 宋利云 CAR040301190066 重庆市兴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市 

67 唐  丹 CAR040301190067 重庆克来沃美的暖通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市 

68 张绍波 CAR040301190068 重庆灏实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 

69 陈文杰 CAR040301190069 广州白天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 

70 李增强 CAR040301190070 中国大酒店 广东省 

71 汤汉基 CAR040301190071 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 广东省 

72 曾  西 CAR040301190072 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 广东省 

73 邹永胜 CAR040301190073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 

74 彭卫新 CAR040301190074 长沙瑞信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 

75 李元辉 CAR040301190075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省 

76 张建新 CAR040301190076 常熟市虞山镇新协制冷家电维修部 江苏省 

77 范  军 CAR040301190077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省 

78 高  媛 CAR040301190078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79 葛俊玲 CAR040301190079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80 胡庆胜 CAR040301190080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81 李  彬 CAR040301190081 山东博物馆 山东省 

82 李  文 CAR040301190082 山东奇威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83 李心颖 CAR040301190083 雪山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84 李宜森 CAR040301190084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85 任剑平 CAR040301190085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86 宋秀玲 CAR040301190086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87 杨  智 CAR040301190087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88 于争先 CAR040301190088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89 张传潭 CAR040301190089 雪山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90 张  涛 CAR040301190090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91 周  亮 CAR040301190091 山东金智成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 

92 李晓凤 CAR04030119009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天津市 

93 张  诚 CAR040301190093 天津信至节能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 

94 张  阳 CAR040301190094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 

95 何秀平 CAR040301190095 宁波诚何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省 

96 史石勇 CAR040301190096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有限公司 浙江省 

97 王  敏 CAR040301190097 杭州美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98 王耀南 CAR040301190098 杭州市市府大楼设备维护中心 浙江省 

99 徐  坤 CAR040301190099 杭州麦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 

100 赵建华 CAR040301190100 
杭州西溪投资发展有公司西溪悦榕庄 

酒店&悦椿度假酒店 
浙江省 

101 安  丽 CAR040301190101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102 邓志英 CAR040301190102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103 刘存庆 CAR040301190103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104 柳燕青 CAR040301190104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105 莫庆芳 CAR040301190105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106 乔琼琼 CAR040301190106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海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