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世行中心 崔海鸥 14 中南院 陈怡

2 林科院 裘珍飞 15 西北院 王伟

3 中绿基 缪光平 16 西北院 杨永林

4 林草防治总站 才玉石 17 规划院 邱胜荣

5 林草防治总站 李娟 18 规划院 侯盟

6 规划院 杨学云 19 规划院 梁兵宽

7 规划院 卢泽洋 20 中动协 梦梦

8 规划院 吴发云 21 设计院 陈丹

9 华东院 张现武 22 设计院 李春昶

10 华东院 李英升 23 昆明院 吴明伟

11 华东院 赵国华 24 信息中心 冯峻极

12 中南院 孙继霖 25 经研中心 吴柏海

13 中南院 吴后建 26 林科院 王秋丽

2020年度正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 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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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林草防治总站 程相称 25 昆明院 邵方丽

2 林草防治总站 董瀛谦 26 中林评估 景谦平

3 华东院 马鸿伟 27 规划院 叶菁

4 规划院 孙忠秋 28 规划院 宋天宇

5 规划院 邱知 29 规划院 周天元

6 规划院 吴润 30 设计院 付尧

7 设计院 殷丽 31 西北院 卜静

8 设计院 任宏 32 昆明院 罗伟雄

9 华东院 王景才 33 昆明院 范永立

10 华东院 卢佶 34 昆明院 陈俊松

11 华东院 田晓晖 35 中猫中心 吴代福

12 华东院 陆亚刚 36 中猫中心 周晓

13 中南院 姚厚斌 37 治沙学会 朱斌

14 中南院 赵东方 38 设计院 王岩

15 中南院 陆鹏飞 39 设计院 朱维宇

16 中南院 周湘红 40 设计院 谢仲军

17 中南院 曹虹 41 设计院 郎莹

18 西北院 闫生义 42 西北院 胡绪垚

19 西北院 李国兴 43 西北院 高芳芳

20 西北院 马浩 44 中森国际 张济

21 西北院 董文婷 45 设计院 陈剑平

22 西北院 路秋玲 46 设计院 范捷

23 昆明院 蒋之富 47 设计院 王立华

24 昆明院 杨文杰 48 设计院 刘彤

2020年度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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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49 设计院 刘佳 58 信息中心 罗俊强

50 设计院 陈磊 59 经研中心 王丽

51 设计院 钱森 60 经研中心 张多

52 设计院 徐宏伟 61 经研中心 周戡

53 昆明院 巨正平 62 竹藤中心 朱平

54 昆明院 王梦犀 63 竹藤中心 代洪海

55 昆明院 张齐立 64 亚太中心 彭鹏

56 信息中心 白莹 65 林学会 马莎

57 信息中心 冯戈 66 林学会 秦仲

2020年度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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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林草防治总站 姜璠 25 华东院 刘海

2 规划院 王茵茵 26 华东院 高超

3 规划院 孙乡楠 27 中南院 刘玉

4 规划院 阳帆 28 中南院 刘寅学

5 规划院 范云豹 29 中南院 佘宇晨

6 规划院 赵欢 30 中南院 张龙

7 规划院 贾远信 31 中南院 周全

8 规划院 黄侃 32 中南院 贺蔚成

9 规划院 方健梅 33 中南院 詹寿东

10 规划院 孙致源 34 西北院 孙培峰

11 规划院 孙博然 35 西北院 杨加奇

12 规划院 闫哲 36 西北院 党禹杰

13 规划院 李宗伦 37 西北院 贾榕

14 规划院 韩立亮 38 西北院 郭昊

15 规划院 孙永康 39 西北院 满子源

16 规划院 李晨晨 40 昆明院 刘毅

17 规划院 冯世景 41 西安绿环 任涛

18 规划院 冯晓川 42 西安绿环 陈馨

19 设计院 王少杰 43 西安绿环 孙亚珍

20 设计院 席沁 44 中南院环发公司 石乐

21 设计院 马明雪 45 中南院环发公司 吴倩倩

22 华东院 刘龙龙 46 中林天合 乌吉斯古楞

23 华东院 吴建勋 47 规划院 杨雪

24 华东院 黄瑞荣 48 规划院 田静

2020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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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49 设计院 李世冉 73 西北院 赵力

50 设计院 邹宏 74 昆明院 陶然

51 设计院 高媛 75 竹藤中心 何莹

52 设计院 曹灿 76 林促会 石超

53 设计院 暴甜 77 规划院 廖承锐

54 设计院 李广龙 78 西北院 熊向阳

55 设计院 彭睿 79 昆明院 钱国伟

56 华东院 翁远玮 80 昆明院 文泽航

57 昆明院 崔亚飞 81 昆明院 王斌

58 昆明院 王浩波 82 昆明院 丁刚毅

59 昆明院 宁文鹤 83 昆明院 龚继伟

60 昆明院 张小鹏 84 云南金杉 卢闻夫

61 昆明院 黄骁 85 信息中心 方博

62 中猫中心 周季秋 86 信息中心 张明

63 中猫中心 程建斌 87 经研中心 任海燕

64 中森国际 石美 88 经研中心 刘鹏

65 设计院 石广 89 经研中心 衣旭彤

66 设计院 孙道千 90 经研中心 张宁

67 设计院 师玥 91 经研中心 李秋娟

68 设计院 许雅楠 92 经研中心 崔嵬

69 设计院 李婉晴 93 经研中心 曹露聪

70 设计院 姚清 94 经研中心 韩枫

71 设计院 贾俊 95 合作中心 杨瑷铭

72 西北院 郑申达 96 设计院 姚佳俪

2020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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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97 设计院 徐子然 101 中猫中心 李伟

98 竹藤中心 冯艳萍 102 中猫中心 周靖

99 竹藤中心  王恒 103 中猫中心 郭勤

100 竹藤中心 王明瑜

2020年度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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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世行中心 于一 24 华东院 张俊菲

2 林草防治总站 王志鹏 25 华东院 罗标

3 林草防治总站 冯智慧 26 华东院 郑玉洁

4 林草防治总站 刘通 27 华东院 赵俊文

5 林草防治总站 孙赫明 28 华东院 丁艳

6 林草防治总站 张丹 29 华东院 刘旭川

7 林草防治总站 张思远 30 华东院 刘秀红

8 林草防治总站 徐震霆 31 华东院 刘雅楠

9 林草防治总站 秦一航 32 华东院 孙明慧

10 林草防治总站 戴文昊 33 华东院 陈晓东

11 规划院 郑芊卉 34 华东院 施雨彤

12 规划院 缪汶利 35 华东院 夏志宇

13 规划院 张宇超 36 华东院 章永侠

14 设计院 于亦彤 37 华东院 余笑之

15 设计院 王旭 38 华东院 李琳

16 设计院 王欣如 39 华东院 陈怡桐

17 设计院 王若星 40 华东院 赵安琳

18 设计院 张乃元 41 中南院 卢楠

19 设计院 张宇昂 42 中南院 刘紫薇

20 设计院 李晴 43 中南院 吴康娟

21 设计院 杨凯中 44 中南院 赵思远

22 设计院 陈奕帆 45 中南院 程霞

23 设计院 常曼煊 46 中南院 蔡志远

2020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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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47 中南院 王志海 70 西北院 杨小周

48 中南院 刘钊 71 西北院 胡欣

49 中南院 何旭升 72 西北院 耿一豪

50 中南院 张晓晨 73 西北院 马中平

51 中南院 李朝阳 74 西北院 邢忠利

52 中南院 欧丁丁 75 西北院 张章媛子

53 中南院 罗维佳 76 西北院 彭春梅

54 中南院 郑钰婷 77 西北院 杨佳乐

55 中南院 胡小燕 78 昆明院 田家硕

56 中南院 翁怡琳 79 昆明院 张飞宇

57 中南院 黄俊威 80 昆明院 李江

58 中南院 覃思敏 81 昆明院 和紫微

59 中南院 邹琪 82 昆明院 戴桂萍

60 中南院 胡中岳 83 西安绿环 马刚

61 中南院 詹俏 84 西安绿环 向蓉

62 中南院 魏彦华 85 西安绿环 贺建梅

63 西北院 田翠翠 86 西安绿环 贺婕

64 西北院 刘强生 87 西安绿环 么烨

65 西北院 张冰杰 88 西安绿环 李沛峰

66 西北院 张婧 89 西安绿环 杨林

67 西北院 李小婷 90 西安绿环 周昊翔

68 西北院 李黛文 91 中南院环发公司 刘扬

69 西北院 杜一尘 92 中南院环发公司 刘嘉炜

2020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1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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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93 中南院环发公司 尹祺卿 116 昆明院 马竞一

94 中南院环发公司 李佳 117 昆明院 刘志伟

95 中南院环发公司 黄放 118 昆明院 胡锐

96 中南院环发公司 陈川石 119 昆明院 徐志鸿

97 中南院环发公司 唐易平 120 昆明院 杨锦超

98 云南金杉 张辉 121 昆明院 曾卫

99 云南金杉 李剑 122 昆明院 张青雯

100 设计院 孙维然 123 中猫中心 邓雯文

101 设计院 周萌硕 124 中猫中心 王明磊

102 设计院 尚榕 125 中猫中心 王静

103 设计院 贾冕 126 中猫中心 成美玲

104 设计院 韩爽 127 中猫中心 何胜山

105 中动协 李明哲 128 中猫中心 李晓燕

106 中动协 陈冬小 129 中猫中心 李登翯

107 华东院 吴嘉君 130 中猫中心 李德红

108 华东院 夏虹露 131 中猫中心 胡兰

109 华东院 王铮屹 132 中猫中心 柯瑶鹏

110 华东院 左奥杰 133 中猫中心 瞿桂英

111 华东院 张昕丽 134 中森国际 李鹭辰

112 华东院 施凌皓 135 天泽湿地 秦帅

113 中南院 周灯 136 天泽湿地 方奕袭

114 中南院 石江艳 137 天泽湿地 牛霞霞

115 中南院 张梦斐 138 天泽湿地 张华

2020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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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39 天泽湿地 贾恩睿 162 西北院 傅凯林

140 天泽湿地 常昌明 163 昆明院 赵颖

141 绿色联盟 张泽西 164 昆明院 柴柏龙

142 动物园协会 鲍梦蝶 165 中森国际 王珏

143 中南院环发公司 涂蓉慧 166 天泽湿地 贾伟

144 规划院 张溪 167 中南院环发公司 胡振南

145 设计院 刘文 168 中南院环发公司 田欣

146 设计院 李玉 169 丰林木业 蔡清源

147 设计院 苏日娜 170 设计院 李英洁

148 设计院 于佳琳 171 设计院 韩白茹

149 设计院 王煦然 172 竹藤中心 邵丹

150 设计院 张承宇 173 设计院 张真瑞

151 设计院 张蓝予 174 设计院 卢雪垠

152 设计院 李晗沛 175 设计院 陈思宇

153 设计院 季柳洋 176 华东院 吴嫚菲

154 设计院 贾晓君 177 昆明院 叶兵

155 设计院 董博源 178 昆明院 李泽川

156 设计院 雷扬 179 昆明院 涂孝波

157 设计院 张博文 180 中猫中心 金娇

158 竹藤中心 邓雅云 181 信息中心 周庆宇

159 花协 卢冠华 182 信息中心 梁金洁

160 花协 张盟 183 经研中心 王芊樾

161 中南院 刘敏佳 184 经研中心 夏一凡

2020年度助理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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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85 合作中心 孙颖哲 191 林学会 马煦

186 设计院 白雪 192 华东院 耿思文

187 设计院 张玫 193 中南院 曾聪

188 设计院 周靖人 194 中猫中心 张丹

189 竹藤中心 李葛 195 林产工业协会 张秋岭

190 竹藤中心 李艾佳

序号 单位 姓名 序号 单位 姓名

1 西安绿环 张鲁 2 西安绿环 靳新

2020年度技术员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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