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规划院 赵江红 15 中南院 李向阳

2 林草防治总站 孙玉剑 16 中南院 杨宁

3 林草防治总站 郭文辉 17 西北院 马克西

4 林草防治总站 崔振强 18 世行中心 李忠

5 规划院 陈新云 19 规划院 廖成章

6 规划院 张志东 20 昆明院 王梦君

7 规划院 蒋丽伟 21 昆明院 孙鸿雁

8 设计院 齐联 22 中猫中心 王承东

9 华东院 吴文跃 23 设计院 胡广斌

10 华东院 李明华 24 设计院 张守斌

11 华东院 唐孝甲 25 经研中心 毛炎新

12 华东院 张伟东 26 林科院 袁小军

13 中南院 甘世书 27 林科院 杨洪国

14 中南院 陈振雄 28 林干院 张利明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竹藤中心 冯云 34 昆明院 陈飞

2 林草防治总站 李硕 35 昆明院 和霞

3 应急部南航总站 陈宏刚 36 昆明院 赵磊磊

4 规划院 田海静 37 中猫中心 韦华

5 规划院 李利伟 38 中猫中心 乔麦菊

6 规划院 郑桂莲 39 中猫中心 李倜

7 规划院 宫殷婷 40 治沙学会 邹慧

8 规划院 任怡 41 规划院 黄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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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计院 周岩 42 设计院 于小鸥

10 设计院 赵卫国 43 设计院 王孟欣

11 华东院 古力 44 设计院 冯潇

12 华东院 申屠惠良 45 设计院 孟羽嘉

13 华东院 孙善成 46 设计院 许吉

14 华东院 陈伟 47 设计院 高见

15 华东院 洪奕丰 48 西北院 宇文思名

16 中南院 何志国 49 设计院 徐伟涛

17 中南院 赵平 50 设计院 张雪静

18 中南院 梅浩 51 设计院 吴晓妹

19 中南院 刘伟 52 设计院 陈叙图

20 中南院 周维 53 昆明院 付业凡

21 中南院 彭检贵 54 昆明院 张盛国

22 西北院 刘喆 55 昆明院 李立策

23 西北院 闫睿 56 昆明院 杨元洪

24 西北院 谢敏 57 昆明院 夏文林

25 西北院 范琳 58 中森国际 乔厦

26 昆明院 刘智军 59 中森国际 张文涛

27 昆明院 赵明旭 60 经研中心 李扬

28 昆明院 胡多才 61 经研中心 陈雅如

29 昆明院 赵金龙 62 经研中心 吴琼

30 规划院 马炜 63 经研中心 赵广帅

31 设计院 王冰 64 林干院 彭华福

32 设计院 王灵艳 65 竹藤中心 尹刚强

33 昆明院 王丹彤 66 林学会 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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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林草防治总站 崔东阳 31 动物园协会 夏琪

2 林草防治总站 游丰 32 设计院 吕将

3 规划院 吴雪娇 33 设计院 郭汉麟

4 规划院 张月莹 34 万华板业 刘峰

5 规划院 张家琦 35 万华板业 张利强

6 规划院 肖瑶 36 万华板业 陆雅婕

7 规划院 赵一臣 37 万华板业 陈希

8 设计院 马依莎 38 万华板业 赵治美

9 设计院 王丹 39 万华板业 蒲黄彪

10 中南院 王昊琼 40 万华板业 杜黎

11 中南院 汪瑾 41 丰林木业 唐运表

12 中南院 林慧 42 设计院 柏思琪

13 中南院 宿明 43 设计院 赵琦

14 西北院 王含予 44 设计院 党元君

15 西北院 王昊琛 45 设计院 刘吉雨

16 西北院 白凌霄 46 设计院 王飞

17 西北院 郝源 47 设计院 杨冬雪

18 昆明院 武旭 48 中南院 姜海湘

19 昆明院 胡艳绒 49 西北院 李腾

20 昆明院 廖伟 50 昆明院 张西燕

21 中林评估 邵毅 51 云南金杉 姚家辉

22 中林天合 陈丽聪 52 世行中心 周禄涛

23 规划院 布日古德 53 经研中心 王丽

24 设计院 李少柯 54 经研中心 王砚时

25 中猫中心 王伦 55 经研中心 余琦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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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猫中心 孙萌萌 56 经研中心 唐肖彬

27 中猫中心 成彦曦 57 经研中心 郭宏伟

28 中猫中心 许林 58 人才中心 关震

29 中猫中心 何鸣 59 人才中心 图星哲

30 中猫中心 胡正泉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设计院 石宇宸 3 万华板业 张帆

2 华东院 汤序军

2019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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