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世行中心 孙赫 26 规划院 孔祥吉

2 世行中心 张菥 27 规划院 付卓新

3 北航总站 王勃 28 规划院 姚锐

4 北航总站 包银德 29 规划院 贾刚

5 北航总站 宁琳 30 规划院 魏伯阳

6 北航总站 何铁岩 31 规划院 宋昊然

7 北航总站 吴宁 32 设计院 孙婷婷

8 北航总站 张吉龙 33 设计院 赵妍晰

9 北航总站 斯琴毕力格 34 华东院 张国威

10 北航总站 路麒 35 华东院 周原驰

11 南航总站 丛智鹏 36 华东院 黄奕超

12 南航总站 白涛 37 中南院 丁山

13 南航总站 刘蕾 38 中南院 胥东海

14 南航总站 李承阳 39 中南院 周湘红

15 南航总站 杨德坤 40 中南院 江腾宇

16 南航总站 陈国昌 41 中南院 潘涛

17 南航总站 梁文超 42 西北院 马振华

18 南航总站 谭昌伦 43 西北院 邓晶

19 种子公司 陈思 44 西北院 宋震洋

20 雷州林业局 张元辉 45 西北院 崔涵

21 雷州林业局 李孔生 46 西北院 王兰

22 雷州林业局 陈马兴 47 西北院 赵亮

23 雷州林业局 黄汉华 48 中森国际 张文涛

24 雷州林业局 潘松海 49 西安绿环 贾东瑾

25 信息办 简帅 50 西安绿环 刘超

附件：

2017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96人）



2017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96人）

51 西安绿环 苏俊艳 74 中森国际 董凯杰

52 中林评估 吴栋栋 75 诺兰特 王珂

53 中动协 朱思雨 76 诺兰特 陈樱一

54 中猫中心 吴凯 77 设计院 刘亚楠

55 中猫中心 杨波 78 设计院 张琬琳

56 中猫中心 周强 79 设计院 张连杰

57 中猫中心 董礼 80 设计院 肖兴北

58 中猫中心 赖燕舞 81 设计院 董玲玲

59 规划院 徐健楠 82 设计院 李荣汉

60 设计院 刘慧玲 83 设计院 胡建颖

61 设计院 王迩睿 84 昆明院 刘则莽

62 设计院 吴静 85 昆明院 杨锡礼

63 设计院 张芸 86 昆明院 韦玮

64 设计院 罗玉竹 87 中森国际 刘佳

65 设计院 康帅 88 经研中心 刘浩

66 设计院 罗亚培 89 经研中心 余涛

67 西北院 张丹 90 经研中心 李扬

68 昆明院 谢凌雁 91 经研中心 蒋立

69 北林科技 李秀忠 92 设计院 刁一飞

70 北林科技 杨扬 93 设计院 田野

71 笛东规划 石可 94 设计院 宋经纬

72 笛东规划 许迪里 95 林干院 刘钧

73 笛东规划 周煦 96 中产联 祝远虹

1 雷州林业局 叶文春 3 中森国际 孙堂宇

2 雷州林业局 谭泽盛 4 设计院 包俊杰

2017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4人）



序号 单位 姓  名

1 绿色中国 王菲

序号 单位 姓  名

1 林科院 刘畅

2 出版社 印芳

3 出版社 许玮

序号 单位 姓  名

1 报社 田新程

2 报社 刘斯文

3 绿色中国 耿国彪

序号 单位 姓  名

1 报社 聂璇

附件：

2017年度主任编辑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人）

2017年度副编审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3人）

2017年度编辑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人）

2017年度记者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3人）



序号 单位 姓  名

1 林科院 孙茜泓

2 林科院 苏善江

3 昆明院 邓雪松

序号 单位 姓  名

1 信息办 祝巍

2 人才中心 李斌

3 竹藤中心 李兴军

4 文化部民艺中心 刘静颐

3 环保部外经办 兰燕

4 中林评估 陈应

附件：

2017年度高级会计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3人）

2017年度高级经济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6人）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规划院 栗晓禹 26 昆明院 刘久俊

2 竹藤中心 岳祥华 27 昆明院 刘文国

3 森防总站 赫传杰 28 昆明院 吴落军

4 北航总站 李洪双 29 昆明院 曾双贝

5 南航总站 周万书 30 昆明院 孔雷

6 规划院 史京京 31 昆明院 李云

7 规划院 王爱 32 设计院 吴专

8 规划院 邹全程 33 设计院 郝利霞

9 规划院 崔雪晴 34 森防总站 解林红

10 规划院 孙志超 35 昆明院 马国强

11 规划院 胡鸿 36 昆明院 尹志坚

12 设计院 尹晶萍 37 昆明院 储小院

13 设计院 易善军 38 昆明院 刘永杰

14 华东院 陈文灿 39 中猫中心 凌珊珊

15 华东院 徐志扬 40 中猫中心 黄晓宇

16 华东院 孙伟韬 41 规划院 刘朝望

17 中南院 李凤武 42 规划院 桑轶群

18 中南院 黄湘南 43 设计院 李梓雯

19 中南院 韩如水 44 设计院 马兰

20 中南院 范志浩 45 设计院 文侠

21 中南院 魏甫 46 设计院 谢卫丽

22 西北院 闵志强 47 设计院 雷霄

23 西北院 程杰 48 华东院 徐鹏

24 西北院 王祥福 49 西北院 张晗

25 西北院 石小华 50 昆明院 付元祥

2017年度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67人）



2017年度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67人）

51 昆明院 朱仕荣 60 昆明院 沈聪

52 诺兰特 张燕 61 昆明院 徐凯

53 设计院 李好 62 昆明院 滕建奎

54 设计院 李永强 63 昆明院 樊海琳

55 设计院 姚雪梅 64 昆明院 浦恩辉

56 设计院 于小飞 65 人才中心 姜嫄

57 昆明院 王有昌 66 规划院 郭伟

58 昆明院 方俊杰 67 竹藤中心 董杰

59 昆明院 冯志国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林科院 白灵海 16 西北院 王逸群

2 森防总站 张天栋 17 西北院 向安民

3 森防总站 章英 18 西北院 江海清

4 南航总站 杨林 19 中动协 尹峰

5 华东院 刘道平 20 林科院 于辉

6 北京林业大学 郝建华 21 设计院 牛京萍

7 北京碳汇办 周彩贤 22 昆明院 蔡芳

8 信息办 顾红波 23 宣传办 程红

9 规划院 刁鸣军 24 世行中心 宋磊

10 规划院 李明国 25 经研中心 王亚明

11 规划院 欧阳君祥 26 经研中心 张志涛

12 华东院 林辉 27 人才中心 吴学瑞

13 中南院 周学武 28 林科院 谭新建

14 中南院 姜灿荣 29 林学会 曾祥谓

15 中南院 刘晓农

2017年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29人）



序号 单位 姓名 起算时间 序号 单位 姓名 起算时间

1 设计院 李晨韵 2017.07 21 北航总站 庄宸 2017.07

2 设计院 付尧 2017.07 22 华东院 张林 2017.06

3 设计院 李元南 2017.10 23 华东院 林荫 2017.09

4 设计院 李楠 2017.07 24 华东院 胡屾 2017.07

5 设计院 孙明春 2017.09 25 华东院 陈伟 2017.06

6 设计院 王天一 2017.07 26 华东院 刘骏 2017.05

7 设计院 张佳琪 2017.07 27 华东院 蔡茂 2017.07

8 设计院 张颖 2017.07 28 华东院 邢雅 2017.10

9 设计院 吕尧 2017.07 29 中南院 吴疆 2017.07

10 设计院 张湘宜 2017.07 30 中南院 张超 2017.07

11 设计院 陆金霞 2017.09 31 中南院 彭玺 2017.07

12 设计院 刘洁 2017.07 32 中南院 但维宇 2017.07

13 设计院 卢渊 2017.08 33 中南院 程鹏 2017.07

14 设计院 刘雨青 2017.07 34 中南院 张同 2017.07

15 设计院 陈超 2017.07 35 西北院 安雅文 2017.11

16 设计院 姚远 2017.07 36 昆明院 陈志钢 2017.07

17 出版社 袁绯玭 2017.03 37 昆明院 李洪 2017.07

18 林学会 李平 2017.07 38 昆明院 雷艳娇 2017.07

19 林学会 秦仲 2017.07 39 昆明院 张维建 2017.07

20 北航总站 林昊 2017.07 40 昆明院 刘燕婕 2017.07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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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认定工程师人员名单（60人）

41 昆明院 张直云 2017.07 51 昆明院 肖义发 2017.07

42 昆明院 秦贵虎 2017.07 52 昆明院 任朋勋 2017.10

43 昆明院 罗春林 2017.07 53 昆明院 许浩煜 2017.07

44 昆明院 陈勰 2017.07 54 中猫中心 蔡水花 2017.07

45 昆明院 权凯 2017.07 55 中猫中心 唐丹 2017.07

46 昆明院 徐卫平 2017.07 56 种子公司 张铁耀 2017.07

47 昆明院 王小菲 2017.07 57 种子公司 韩建伟 2017.07

48 昆明院 李波 2017.06 58 北林科技 侯茂生 2017.11

49 昆明院 覃阳平 2017.07 59 中森国际 郭晓龙 2017.07

50 昆明院 孙书平 2017.04 60 西安绿环 马明 2017.08

序号 单位 姓名 起算时间 序号 单位 姓名 起算时间

1 设计院 马慧钰 2017.11 8 南航总站 郑荣 2017.08

2 设计院 周依阳 2017.07 9 昆明院 起云川 2017.07

3 设计院 孙靖 2017.07 10 昆明院 刘浪 2017.10

4 南航总站 何艳 2017.08 11 昆明院 武云富 2017.06

5 南航总站 柳国元 2017.08 12 中森国际 盛宇翔 2017.07

6 南航总站 李国锋 2017.8 13 中森国际 刘一泽 2017.07

7 南航总站 陈志华 2017.08

2017年度认定助理工程师人员名单（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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