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合作中心 高娜 20 西北院 刘倩叶

2 林科院 贾宏炎 21 西北院 高崇巍

3 发展院 鞠洪波 22 西北院 李清顺

4 防控中心 于海英 23 国有林监测中心 于跃辉

5 防控中心 李计顺 24 规划院 刘增力

6 防控中心 李涛 25 防控中心 孙贺廷

7 大兴安岭集团 杨丽君 26 华东院 楼毅

8 国有林监测中心 李洪秀 27 中南院 刘扬晶

9 财会审计中心 陈嘉文 28 中南院 舒勇

10 规划院 刘迎春 29 大熊猫中心 张明春

11 规划院 胡继平 30 大兴安岭集团 金跃

12 规划院 蒲莹 31 林科院 叶智

13 华东院 郑云峰 32 北京林业大学 闫荣

14 华东院 孙永涛 33 林科院 付跃进

15 华东院 陈大钊 34 发展院 董金花

16 中南院 童建明 35 西南院 李志平

17 中南院 郭克疾 36 发展研究中心 张升

18 中南院 罗为检 37 林科院 邢红

19 西北院 王荣女 38 竹藤中心 李岚

2021年度正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 38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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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发展院 种伟 20 发展院 白婷婷

2 防控中心 王越 21 发展院 郑鑫

3 防控中心 李晓冬 22 华东院 吴昊

4 防控中心 韩阳 23 华东院 康乐

5 防控中心 潘佳亮 24 中南院 杜志

6 大兴安岭集团 樊立军 25 中南院 贺鹏

7 大兴安岭集团 刘龙江 26 中南院 文汲

8 大兴安岭集团 陈桂林 27 中南院 刘敏杰

9 大兴安岭集团 徐松泽 28 中南院 刘新宇

10 大兴安岭集团 黄志镇 29 中南院 张蓓

11 规划院 刘春晖 30 中南院 黄峥

12 规划院 安天宇 31 中南院 宋亚斌

13 规划院 郭祁 32 西北院 时亚坤

14 规划院 张晨 33 西北院 高建利

15 规划院 张鑫 34 西北院 曾诚

16 规划院 卓凌 35 西北院 兰玉芳

17 规划院 冯晓川 36 西南院 吴雪琼

18 规划院 刘序 37 西南院 黄贝

19 发展院 王海宾 38 西南院 程文龙

2021年度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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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39 西南院 鲜明睿 58 发展院 王旖静

40 西安绿环 任枫 59 发展院 张莹莹

41 国有林监测中心 张天雄 60 发展院 王史琴

42 规划院 张宏巍 61 发展院 张力

43 规划院 杨筱 62 发展院 曾繁旭

44 规划院 孔颖 63 西南院 敖明舒

45 规划院 刘洋 64 西安绿环 刘锐之

46 发展院 李玉杰 65 发展院 王雯

47 发展院 张力强 66 发展院 陈磊

48 防控中心 彭鹏 67 发展院 王友三

49 华东院 刘俊 68 发展院 刘然

50 华东院 钱逸凡 69 发展院 肖兴北

51 西北院 蒋庭菲 70 发展院 李媛

52 西南院 贺隆元 71 发展院 苏琦

53 西南院 王继山 72 发展院 赵泽华

54 西南院 赵禄山 73 西南院 史建

55 大熊猫中心 黄山 74 西南院 杨坚

56 大兴安岭集团 韩继伟 75 西南院 陈春武

57 国有林监测中心 车宏韧 76 西南院 叶超

2021年度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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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77 西南院 陈旭飞 83 干部学院 皑妍

78 西南院  康建林 84 林业出版社 段植林

79 服务局 杨娜 85 竹藤中心 李德月

80 发展研究中心 李秋娟 86 竹藤中心 王丹

81 发展院 辛相宇 87 林学会 李彦

82 干部学院 邹庆浩 88 大熊猫中心 胡海平

2021年度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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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服务局 褚洋 20 大兴安岭集团 于贵忠

2 发展院 徐庆华 21 大兴安岭集团 毛可

3 竹藤中心 张纪元 22 大兴安岭集团 王宇

4 防控中心 孙红 23 大兴安岭集团 王颢

5 防控中心 张玉洲 24 大兴安岭集团 刘新文

6 防控中心 姚翰文 25 大兴安岭集团 程传捷

7 防控中心 唐健 26 规划院 刘樯漪

8 西南院 王俊德 27 规划院 周楠

9 大兴安岭集团 王健明 28 规划院 蒋育昊

10 大兴安岭集团 刘欢 29 规划院 谢晶杰

11 大兴安岭集团 刘忠伟 30 规划院 秦立厚

12 大兴安岭集团 刘春雷 31 发展院 卢志伟

13 大兴安岭集团 纪永明 32 发展院 鞠然

14 大兴安岭集团 周跃伟 33 发展院 王少锐

15 大兴安岭集团 赵永庆 34 发展院 石峤瑀

16 大兴安岭集团 樊扬 35 发展院 石美琳

17 大兴安岭集团 鲍雪飞 36 发展院 刘晓波

18 大兴安岭集团 燕刚 37 发展院 胡晟

19 大兴安岭集团 田伟 38 发展院 郝嘉伟

2021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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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39 华东院 王丹 58 中南院 周灯

40 华东院 王博恒 59 中南院 胡益

41 华东院 郭丽玲 60 中南院 敖俊杰

42 华东院 曹元帅 61 中南院 彭泰来

43 华东院 叶楠 62 西北院 刘欢

44 华东院 任开磊 63 西北院 龚文婷

45 华东院 张阳 64 西北院 潘磊

46 华东院 郑晔施 65 西南院 付开强

47 华东院 高天伦 66 西南院 起云川

48 华东院 许佳明 67 西南院 张锦绣

49 华东院 张亮亮 68 西南院 蔡江生

50 中南院 邓榉 69 西安绿环 张馨元

51 中南院 阳胜男 70 西安绿环 常娜

52 中南院 杨玲 71 中南院林调公司 杨旸谷

53 中南院 罗小浪 72 中南院林调公司 文敏

54 中南院 董雅雯 73 中南院林调公司 任蓝翔

55 中南院 詹俏 74 云南金杉 武云富

56 中南院 蔡蓉萍 75 云南金杉 魏安超

57 中南院 陆翔 76 大兴安岭集团 王立骄

2021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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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77 国有林监测中心 王亚楠 96 中南院 罗金龙

78 国有林监测中心 王瑶 97 中南院 王磊

79 国有林监测中心 刘晓 98 西北院 冯晨辰

80 国有林监测中心 刘辉 99 西南院 杨昆山

81 国有林监测中心 孙玉竹 100 西南院 杨子诚

82 国有林监测中心 郝利 101 大熊猫中心 王明磊

83 国有林监测中心 袁德成 102 大熊猫中心 王静

84 国有林监测中心 栾柯权 103 大熊猫中心 张乐

85 国有林监测中心 彭芳华 104 大熊猫中心 李登翯

86 国有林监测中心 董效文 105 大熊猫中心 李德红

87 规划院 刘超明 106 大熊猫中心 周宇

88 规划院 黄晗雯 107 大熊猫中心 高瞻

89 规划院 孙工棋 108 大熊猫中心 曾文

90 规划院 张晓波 109 大兴安岭集团 王鹏

91 发展院 郭鸿郡 110 大兴安岭集团 祁雪梅

92 中动协 兰家宇 111 大兴安岭集团 李海清

93 绿化基金会 王迪 112 大兴安岭集团 金学聪

94 防控中心 刘衍 113 规划院 徐文彤

95 华东院 何佳欢 114 发展院 赵依丹

2021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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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15 发展院 商楠 132 西南院 范克峰

116 发展院 张邈 133 大兴安岭集团 白延君

117 竹藤中心 孟宇飞 134 发展研究中心 王伊煊

118 华东院 王晗 135 发展研究中心 林进

119 大兴安岭集团 李晓梅 136 发展院 王静宇

120 发展院 李英洁 137 发展院 李晶晶

121 服务局 吴方帅 138 发展院 邱丰

122 规划院 刘宇衡 139 干部学院 田恬

123 发展院 周依阳 140 林业出版社 于东越

124 发展院 柴珊珊 141 竹藤中心 夏语

125 发展院 王琪 142 竹藤中心 崔媛媛

126 西南院 付乐意 143 亚太中心 刘文哲

127 西南院 叶兵 144 中动协 范梦圆

128 西南院 李泽川 145 大熊猫中心 李传有

129 西南院 陈星予 146 大熊猫中心 杨红美

130 西南院 徐茹 147 大熊猫中心 衡毅

131 西南院 张煦菡

2021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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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绿化基金会 刘德国 20 大兴安岭集团 赵鹏程

2 绿化基金会 杨頔 21 大兴安岭集团 于得雨

3 防控中心 丁宁 22 大兴安岭集团 付海阳

4 防控中心 王朵 23 大兴安岭集团 来久贺

5 防控中心 吴思琪 24 大兴安岭集团 张磊

6 防控中心 时勇 25 大兴安岭集团 李颖

7 防控中心 李方舟 26 大兴安岭集团 武志红

8 防控中心 李长强 27 大兴安岭集团 赵春宇

9 防控中心 杨鼎 28 大兴安岭集团 高泽

10 防控中心 陈怡帆 29 规划院 刘晓彤

11 华东院 郭新彬 30 规划院 董斯齐

12 大兴安岭集团 王一丁 31 规划院 樊雨峰

13 大兴安岭集团 王宏涛 32 发展院 王瑞

14 大兴安岭集团 王婷婷 33 发展院 王睿哲

15 大兴安岭集团 刘宇 34 发展院 刘镇

16 大兴安岭集团 孙红飞 35 发展院 许阳

17 大兴安岭集团 张桂林 36 发展院 范婷

18 大兴安岭集团 张艳娟 37 发展院 徐兰

19 大兴安岭集团 高世琦 38 发展院 高扬

2021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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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39 发展院 巩典 58 西北院 何学高

40 发展院 陈刚 59 西北院 何点睛

41 发展院 金雨菲 60 西北院 饶月明

42 发展院 萨娜乐 61 西北院 吴菲

43 华东院 郭飞怡 62 西北院 贾宜松

44 华东院 曹璐 63 西北院 刘子凡

45 华东院 黄剑 64 西北院 杜俊

46 华东院 朱海伦 65 西南院 刘晓波

47 华东院 李露 66 西南院 张斌

48 华东院 胡彪 67 西南院 鲍瑞

49 华东院 楼一恺 68 西南院 谭珏

50 华东院 戴其林 69 西安绿环 王晶

51 中南院 朱文博 70 西安绿环 刘佳

52 中南院 许立 71 西安绿环 张鲁

53 中南院 李黎 72 西安绿环 郭晨曦

54 中南院 周景乐 73 西安绿环 黄高明

55 中南院 樊勇明 74 西安绿环 翟雨豪

56 中南院 汪帅 75 西安绿环 曹研筝

57 西北院 白婷 76 西安绿环 张恒

2021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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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77 大兴安岭集团 王志成 96 华东院 张芳玲

78 大兴安岭集团 申士 97 西南院 张天星

79 大兴安岭集团 关鑫权 98 西南院 汤永晶

80 大兴安岭集团 吉明明 99 西南院 杨琴

81 大兴安岭集团 吕志松 100 大熊猫中心 朱艳

82 大兴安岭集团 邢海丰 101 大熊猫中心 胡荣强

83 大兴安岭集团 袁鑫恒 102 大熊猫中心 童建华

84 大兴安岭集团 崔红 103 大兴安岭集团 马建国

85 发展研究中心 刘佳欢 104 大兴安岭集团 付红艳

86 规划院 王诗童 105 大兴安岭集团 姜羽

87 规划院 刘阳 106 规划院 陈晗

88 发展院 王佳玮 107 发展院 冯香诏

89 发展院 程媛 108 发展院 杨语哲

90 中动协 张国峰 109 发展院 瞿畅

91 中动协 李义 110 发展院 于初初

92 中动协 李雅迪 111 发展院 刘睿琦

93 中动协 穆雪梅 112 发展院 张谷宇

94 防控中心 于明远 113 发展院 李容萍

95 防控中心 雷从从 114 发展院 姜楠

2021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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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15 发展院 梁佳燕 129 华东院 杨王庭

116 华东院 唐鹏 130 大兴安岭集团 南治成

117 华东院 徐鹏飞 131 大兴安岭集团 孙淼

118 华东院 魏姿芃 132 信息中心 李泽山

119 中南院 王莹洁 133 信息中心 邹添华

120 大兴安岭集团 崔成钢 134 发展研究中心 康子昊

121 大兴安岭集团 王继政 135 发展院 任嘉欣

122 大兴安岭集团 刘虹杏 136 发展院 郭欣

123 大兴安岭集团 邢海洋 137 竹藤中心 王紫晔

124 大兴安岭集团 张腾月 138 竹藤中心 朱丽洁

125 大兴安岭集团 李万博 139 中动协 刘盈含

126 发展院 米治霞 140 大熊猫中心 王淳

127 竹藤中心 吉聪辉 141 大熊猫中心 刘芹

128 华东院 马原

2021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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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大兴安岭集团 王磊 8 发展院 刘世达

2 大兴安岭集团 钱淑廷 9 大兴安岭集团 倪天成

3 大兴安岭集团 周新华 10 大兴安岭集团 迟红梅

4 大兴安岭集团 关鑫 11 大兴安岭集团 高宏佳

5 大兴安岭集团 安浩男 12 大兴安岭集团 李颖

6 大兴安岭集团 杜春达 13 大兴安岭集团 张有刚

7 大兴安岭集团 梅子成 14 大兴安岭集团 赵萌娜

2021年度技术员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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