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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注一 〔2018〕31 号 

 

 

关于发布2018 年第1 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员

确认名单的通知 

 

各相关认证机构： 

    经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评价，洪艳等 118 人符合《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员确认方案》的有关要求，予以确认。 

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确认人员（见附件）可从事相应认证

活动，确认有效期3年。确认人员与聘用机构解除聘用关系，其确

认资格即行失效。 

如今后CCAA正式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员注册制度，确

认人员应自注册制度建立之日起 3 个月内按注册制度的要求向

CCAA申请注册，超过3个月确认资格失效。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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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年第1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员确认名单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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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第 1 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员确认名单 

 
序  号 姓  名 级 别 聘用机构 

1 洪  艳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 李宇华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 耿树志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 罗尹清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 胡  林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 何朝友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 张  雨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 阮爱农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 王  磊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 张文丽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 杨  洋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2 刘小威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3 崔明思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4 魏凤巍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5 姜  蕾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6 周一行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7 钱  龙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8 任丽娜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9 崔  伟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0 董树涛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1 王照波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2 江  艳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3 陈延侨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4 万  花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5 李潇潇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6 许志蛟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7 郭  亮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8 宫克礼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29 彭贵琴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0 刘  洋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1 王景凯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2 林志杰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3 梁永芳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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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付利娟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5 王  欢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6 龙小燕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7 何凤杰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8 李万里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9 王素青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0 柴社英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1 孙志略 审核员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2 蔡瑞瑛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3 曾  理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4 曾庆喜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5 常海涛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6 陈  程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7 陈发军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8 陈凤娟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49 陈福金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0 陈伊芸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1 陈泽斌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2 邓  君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3 邓育素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4 董鸿柏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5 杜  中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6 范晓波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7 付启峰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8 耿  超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59 郭  君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0 郭晓明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1 郭琰辉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2 郝  亮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3 何建华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4 侯伟伟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5 黄  冰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6 黄和平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7 黄红丹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8 黄  晴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69 黄  毅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0 贾  辰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1 贾洪亮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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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姜  娣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3 柯宏达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4 赖庆梧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5 黎建军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6 李卫东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7 李  欣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8 李友玺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79 李跃进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0 刘国庆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1 刘海鸥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2 刘  建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3 刘  杰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4 刘锦容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5 刘  鑫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6 刘秀凤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7 路  宽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8 孟祥岳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89 倪亚会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0 邱源林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1 沈丹萍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2 石珍珍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3 宋定洁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4 孙长虹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5 万  莉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6 王  鹏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7 王平锋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8 王  嵘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99 王汝银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0 王新鲁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1 吴  婷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2 吴玉玲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3 夏桂芹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4 谢业坤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5 严巧珍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6 姚冰梅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7 姚国伟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8 姚晓丽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09 叶莉莉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0 张  迪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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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张辉（厦门）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2 张辉（北京）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3 张  娜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4 赵艳辉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5 郑雪媚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6 祝宁波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7 郭  亮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118 冯丝雨 审核员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抄送：国家认监委认可监管部，存档（2）。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8年1月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