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世行中心 贾霁群 26 种子公司 刘欣

2 北航总站 丁诗卉 27 林科院项目办 马鑫

3 北航总站 张洪彬 28 信息中心 闫瑞华

4 北航总站 杨玲玲 29 基金总站 李屹

5 北航总站 周建 30 规划院 王晓丽

6 北航总站 俞虹 31 规划院 郑晨

7 北航总站 赵家宁 32 规划院 卢惠

8 北航总站 曹鹏飞 33 规划院 章莹

9 北航总站 温冠华 34 设计院 田学银

10 北航总站 阚策 35 设计院 籍永刚

11 南航总站 刘晓曦 36 设计院 张煦

12 南航总站 李世源 37 华东院 万泽敏

13 南航总站 许景峰 38 华东院 左松源

14 南航总站 何永谷 39 华东院 严冰晶

15 南航总站 吴谷建 40 华东院 李国志

16 南航总站 张健强 41 华东院 陈未亚

17 南航总站 张强龙 42 中南院 徐云

18 南航总站 李滨希 43 中南院 张亚威

19 南航总站 杨瑞 44 中南院 张家阳

20 南航总站 林木 45 中南院 李志国

21 南航总站 胡鸣 46 西北院 宋伟超

22 南航总站 胡敏锐 47 西北院 张方圆

23 南航总站 唐龙 48 西北院 杨志汝

24 南航总站 贾鹏飞 49 西北院 薛秉林

25 南航总站 梁玛玉 50 西北院 贾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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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西北院 蔡子良 64 北林科技 盖世广

52 昆明院 李继品 65 西安绿环 王延坤

53 雷州林业局 陈昱钢 66 设计院 余珊

54 中森国际 邵景林 67 设计院 陈悦

55 中森国际 陈洋洋 68 设计院 毛栉睿

56 西安绿环 刘晶 69 昆明院 罗忠元

57 西安绿环 侯志凤 70 昆明院 唐占奎

58 中南院环发 汤光伟 71 经研中心 张多

59 中南院环发 凌小可 72 经研中心 吴琼

60 中猫中心 王平峰 73 经研中心 张鑫

61 设计院 李天楚 74 人才中心 赵佳音

62 西北院 唐浩文 75 设计院 李俊恺

63 昆明院 陈芸

1 南航总站 马牧生 5 雷州林业局 肖和盛

2 南航总站 友桑 6 雷州林业局 莫志伟

3 南航总站 黄奇志 7 设计院 陈雪莉

4 雷州林业局 许林生

2018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7人）

2018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75人）

- 2 -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设计院 张巍 26 中南院 何见

2 森防总站 郭瑞 27 中南院 李林华

3 森防总站 高薇 28 西北院 牛娟

4 北航总站 朱那 29 西北院 刘义华

5 北航总站 范鲁安 30 西北院 刘晓双

6 南航总站 袁俊杰 31 西北院 胡云云

7 南航总站 蒋睿 32 西北院 王翠萍

8 信息中心 谢宁波 33 西北院 乔枫

9 规划院 王鹤智 34 西北院 李党辉

10 规划院 杨英 35 昆明院 张盼盼

11 规划院 史哲瑜 36 昆明院 李华

12 规划院 杨帆 37 昆明院 赫尚丽

13 规划院 孟佩 38 昆明院 宋志伟

14 规划院 梦莉 39 昆明院 路飞

15 设计院 李秀英 40 规划院 蔺琛

16 设计院 吴岳 41 设计院 孙雅辉

17 华东院 王涛 42 设计院 王红霞

18 华东院 陈国富 43 设计院 张媛

19 华东院 陈建义 44 中动协 张玲

20 华东院 蒲永锋 45 昆明院 王恒颖

21 华东院 初映雪 46 昆明院 闫颜

22 中南院 冯强 47 昆明院 赵荟

23 中南院 刘金山 48 中猫中心 罗波

24 中南院 彭华兴 49 规划院 王道阳

25 中南院 刘恩林 50 规划院 朱紫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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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设计院 罗倩 69 昆明院 刘昆赟

52 设计院 张哲 70 昆明院 宋文

53 设计院 张谊佳 71 昆明院 李建红

54 设计院 杨立彬 72 昆明院 李雪梅

55 设计院 苏博 73 昆明院 罗绍仟

56 设计院 贾筱昕 74 昆明院 戴科林

57 设计院 高梓洋 75 昆明院 李开斌

58 华东院 胡娟娟 76 中森国际 庾晓红

59 西北院 牛青翠 77 宣传中心 黄采艺

60 西北院 刘楠 78 世行中心 韩璐

61 昆明院 朱国飞 79 经研中心 刘浩

62 昆明院 罗晓琴 80 经研中心 余涛

63 清华同衡 周晓男 81 经研中心 李想

64 设计院 王怡 82 经研中心 蒋立

65 设计院 王滔 83 人才中心 王尚慧

66 设计院 董一华 84 竹藤中心 陈瑞国

67 设计院 尤炜 85 竹藤中心 富玫妹

68 昆明院 张法强 86 林学会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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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林科院 彭彦 14 西北院 张敏中

2 规划院 薛秀康 15 西北院 党建喜

3 森防总站 于治军 16 西北院 李愿会

4 森防总站 董振辉 17 昆明院 刘绍娟

5 规划院 许等平 18 规划院 刘旭升

6 规划院 王林 19 森防总站 耿海东

7 规划院 闫平 20 设计院 邓金龙

8 华东院 朱磊 21 福马集团 程业昭

9 华东院 胡建全 22 设计院 杨玉梅

10 华东院 毛行元 23 设计院 夏勤

11 华东院 罗细芳 24 宣传中心 刘宏明

12 中南院 戴前石 25 经研中心 刘珉

13 中南院 杨帆 26 林学会 冯彩云

2018年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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