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安全函 (2018) 778 号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公布新增主任审核员和

普通审核员名单的通知

各相关直属海事局:

依据《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管理规定>> ，经对各相

关直属海事局报送的申请晋升主任审核员资料和实习审核员转正

资料复核，孙贺新等 36 名人员满足了审核员晋升要求，付清国等

109 名人员满足了实习审核员转正要求。同意孙贺新等 36 名人员
的主任审核员资格注册，同意付清国等 109 名人员的普通审核员
资格注册，现予以公布(名单附后)。

特此通知。

附件: 1.新增主任审核员名单

2. 新增普通审核员名单



附件 1

新增主任审核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执法证号 所属海事局

孙贺新 天津海事局 0203310331 天津海事局

2 才建胜 东疆海事局 0200960096 天津海事局

3 陈峻 辽宁海事局 0311111111 辽宁海事局

4 彭铁军 锦州|海事局 0303460346 辽宁海事局

5 陈松 烟台海事局 0502700270 山东海事局

6 委林 青岛海事局 0504640464 山东海事局

7 吴忠华 浙江海事局 0712391239 浙江海事局

8 胡小波 舟山海事局 0703640364 浙江海事局

9 熊培锋 舟山海事局 0712431243 浙江海事局

10 刘作军 舟山海事局 0710991099 浙江海事局

11 王伟勇 台州、|海事局 0708210821 浙江海事局

12 罗华平 台川、|海事局 0708350835 浙江海事局

13 蒋永忠 嘉兴海事局 0710831083 浙江海事局

14 林建福 漳州海事局 0804590459 福建海事局

15 郑金明 湛江海事局 0918231823 广东海事局

16 连建清 东莞海事局 0923932393 广东海事局

17 天口士 军 惠州海事局 0914241424 广东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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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宋纪伟 南宁海事局 1004820482 广西海事局

19 毛小伟 南宁海事局 1004100410 广西海事局

20 熊伟华 南宁海事局 1000510051 广西海事局

21 王利强 防城港海事局 1004310431 广西海事局

22 刘浩 深圳海事局 1400200020 深圳海事局

23 汤海南 宝安海事局 1400370037 深圳海事局

24 林瑞典 深圳海事局 1401250125 深圳海事局

25 陈学平 南山海事局 1400910091 深圳海事局

26 杨芝龙 深圳海事局 1402960296 深圳海事局

27 李智杰 重庆海事局 1202090209 长江海事局

28 刘钊 重庆海事局 1206140614 长江海事局

29 李贺 武汉海事局 1214291429 长江海事局

30 张建明 武汉海事局 1214231423 长江海事局

31 孔静 黄石海事局 1212451245 长江海事局

32 吴向波 扬州l海事局 0610851085 江苏海事局

33 毛邦国 镇江海事局 0605090509 江苏海事局

34 吴长琳 张家港海事局 0607090709 江苏海事局

35 黄桂兵 南通海事局 0609050905 江苏海事局

36 杨大勇 大仓海事局 0611601160 江苏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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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增普通审核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执法证号 所属海事局

付清国 上海海事局 0114211421 上海海事局

2 徐受卫 上海海事局 0103980398 上海海事局

3 谢群生 宝山海事局 0107380738 上海海事局

4 沈友明 金山海事局 0104780478 上海海事局

5 赵大明 金山海事局 0109820982 上海海事局

6 孟伯川 吴~也海事局 0108510851 上海海事局

7 刘铁树 天津海事局 0200890089 天津海事局

8 刘强 天津海事局 0201390139 天津海事局

9 于军民 天津海事局 0204580458 天津海事局

咽1υA 殷立起 天津海事局 0204370437 天津海事局

11 马晓琳 天津海事局 0206930693 天津海事局

12 王和平 南疆海事局 0203860386 天津海事局

13 李建军 海河海事局 0201000100 天津海事局

14 李冀 海河海事局 0203820382 天津海事局

15 李俊军 东疆海事局 0200930093 天津海事局

16 毛俊远 东疆海事局 0204610461 天津海事局

17 祝剑 大沽口海事局 0203490349 天津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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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古同 导同 辽宁海事局 0308240824 辽宁海事局

19 邹彪 辽宁海事局 0310421042 辽宁海事局

20 姚亮 锦州海事局 0309630963 辽宁海事局

21 李占军 沧州海事局 0403370337 河北海事局

22 刘鹏 沧州海事局 0403400340 河北海事局

』呵23、 张尚英 秦皇岛海事局 0404540454 河北海事局

24 邱杭州 青岛海事局 0507520752 山东海事局

25 迟志华 青岛海事局 0515551555 山东海事局

26 王建昌 滩坊海事局 0511651165 山东海事局

27 洪洋 台州海事局 0714481448 浙江海事局

28 孙建平 台川、|海事局 0707150715 浙江海事局

29 林剑呜 台州海事局 0710001000 浙江海事局

30 万桥新 台州海事局 0712251225 浙江海事局

31 王良瑜 台川、|海事局 0714471447 浙江海事局

32 张文敏 台州、|海事局 0709530953 浙江海事局

33 赵长王 台扑|海事局 0715151515 浙江海事局

34 王冠宇 温州、|海事局 0710201020 浙江海事局

35 邵畅 温州海事局 0705980598 浙江海事局

36 刘凯 温州海事局 0717881788 浙江海事局

37 林沛 温州海事局 0713141314 浙江海事局

38 天口坪i、安 温州海事局 0713511351 浙江海事局

39 母东标 温州海事局 0715531553 浙江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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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金龙龙 温州海事局 0715731573 浙江海事局

41 丁晓芳 嘉兴海事局 0709810981 浙江海事局

42 李磊 嘉兴海事局 0711991199 浙江海事局

43 周城 嘉兴海事局 0717041704 浙江海事局

44 徐端阳 青田海事局 0807580758 福建海事局

45 朱明德 泉州|海事局 0805250525 福建海事局

46 吴广平 厦门海事局 0810701070 福建海事局

47 康柳青 福州海事局 0805660566 福建海事局

48 陈文 广东海事局 0905900590 广东海事局

49 朱凯 广东海事局 0924232423 广东海事局

50 邓超 汕头海事局 0921372137 广东海事局

51 李红安 湛江海事局 0918251825 广东海事局

52 庄秋万 湛江海事局 0923012301 广东海事局

53 傅宇 湛江海事局 0928102810 广东海事局

54 夏贤坤 广州海事局 0923212321 广东海事局

55 艾冠孟 广州海事局 0933193319 广东海事局

56 严大飞 广州海事局 0920562056 广东海事局

57 罗选斌 广州海事局 0923422342 广东海事局

58 林晓新 珠海海事局 0908850885 广东海事局

59 吴强 珠海海事局 0929462946 广东海事局

60 冯坤 珠海海事局 0933423342 广东海事局

61 郑国辉 佛山海事局 0923642364 广东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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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梁四云 佛山海事局 0931723172 广东海事局

63 姚富文 佛山海事局 0931713171 广东海事局

64 钟龚 佛山海事局 0923652365 广东海事局

65 郑青泉 佛山海事局 0925372537 广东海事局

66 黄俊波 东莞海事局 0911951195 广东海事局

67 何昕 惠州海事局 0927032703 广东海事局

68 吴跃辉 汕尾海事局 0902320232 广东海事局

69 王宁 江门海事局 0922022202 广东海事局

70 周刚生 阳江海事局 0922402240 广东海事局

71 黄威成 中山海事局 0910701070 广东海事局

72 邱泽鹏 潮州海事局 0925892589 广东海事局

73 龙林斌 揭阳海事局 0932783278 广东海事局

74 张华 南宁海事局 1004130413 广西海事局

75 什3坊曰回平一也「 钦州、|海事局 1006060606 广西海事局

76 冯维东 钦州海事局 1007960796 广西海事局

77 王丘〈丘( 贵港海事局 1008290829 广西海事局

78 黄{百艺 梧州海事局 1004920492 广西海事局

79 黄利德 来宾海事局 1002050205 广西海事局

80 何浩冬 柳州海事局 1008510851 广西海事局

81 金琪 柳州海事局 1008530853 广西海事局

82 林计石 防城港海事局 1007820782 广西海事局

83 吴吉峰 防城港海事局 1007630763 广西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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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黄传忠 防城港海事局 1005970597 广西海事局

85 李育强 百色海事局 1008710871 广西海事局

86 向梦翔 洋浦海事局 1101810181 海南海事局

87 张海亮 洋浦海事局 1102690269 海南海事局

88 徐育光 洋浦海事局 1103510351 海南海事局

89 蔡华文 三沙海事局 1103270327 海南海事局

90 陈小倩 海口海事局 1100240024 海南海事局

91 杨旭 海口海事局 1100610061 海南海事局

92 张怀志 深圳海事局 1400060006 深圳|海事局

93 卢伟材 盐田海事局 1400260026 深圳|海事局

94 桑家军 南山海事局 1402810281 深圳海事局

95 谭辉 南山海事局 1403300330 深圳海事局

96 陈超 蛇口海事局 1402390239 深圳|海事局

97 惠绘 连云港海事局 0610641064 连云港海事局

98 甘晓明 连云港海事局 0601800180 连云港海事局

99 秦厂虎 连云港海事局 0615031503 连云港海事局

100 王辉 盐城海事局 0620012001 连云港海事局

1υA 咽1 刁洋 重庆海事局 1234693469 长江海事局

102 罗南平 重庆海事局 1235683568 长江海事局

103 吴冠费中 武汉海事局 1232253225 长江海事局

10υ峙4 李吴 安庆海事局 1233463346 长江海事局

喃A自105气' 李昌伟 安庆海事局 1232343234 长江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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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李泽兵 江苏海事局 0604540454 江苏海事局

107 邓学兵 南京海事局 0603470347 江苏海事局

108 唐仲东 扬州海事局 0610821082 江苏海事局

109 仲坡 泰州、|海事局 0614271427 江苏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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