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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经信职改办〔2019〕20 号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同意邓晓林等 2138 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的通知

四川省工程机械安全协会：

经四川省工程机械安全协会工程技术中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2019 年 11 月 17 日评审通过，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职称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同意邓晓林、黄蓉、江俊平、

李平、李双杰、李涛(5118)、李雪梅、卢庆生、罗让旦真、

毛骞、彭彩虹、冉力文、苏江月、苏茂、唐平安、汪波、王

伟(6512)、熊德威、徐威、杨俊恺、杨林、杨英(3385)、余

欢、周汉章、安卫、白雪、卜丹、蔡珈臣、曾凡英、曾丽娜、

陈昊然、陈美、陈铭、陈贤、陈熊、程永康、崔燕(1349)、

代浪、邓安琼、邓辉、范超、冯平、付显群、贯杰、郭旻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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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何庭伟、何英、华永康、黄海(5318)、黄杰、黄晶、

贾友强、简真明、江伟、蒋成勇、金兴武、金勇、兰磊、雷

应林、李波(2316)、李传杰、李登全、李国惠、李磊、李守

君、李水冰、李鑫阳、李秀玲、李湧实、廖建、廖翼、廖应

超、廖应科、林兵、林剑、林强、刘定成、刘芬、刘航、刘

辉(1386)、刘军(6625)、刘林立、刘麟、刘森林、 刘钊、

刘卓睿、罗鸿森、罗杰(0053)、罗伶芝、罗曼、马建华、缪

天祥、聂春红、蒲海林、任斌、宋高彬、宋建坤、宋鹏超、

宋燕、苏瑶、唐安才、唐浩、唐进、唐正、陶超、万小梅 、

万志春、王波(0650)、王晨、王发、王红、王丽、王美玲、

王鹏铭、王强(3410)、王琴(4625)、王锐、王婉莹、王亚明、

王智强、吴雄、吴映金、夏松、肖丛有、谢春雷、辛蕾、熊

波、熊强(607X)、熊耀辉、徐娇娇、徐正伟、徐志强、徐志

容、宣仁超、杨帆、杨杰、杨静、杨峻(2816)、杨秋华、杨

廷棠、杨永丽、杨长杰、杨镇、杨正全、姚佳、易菁菁、余

帅、喻中平、张代忠、张德、张峰瑞、张俊峰、张朋、张涛

(0017)、张婷婷、张万罗、张卫、张枭鹏、张阳(0393)、张

勇、赵子丽、郑黎莉、郑茜、郑少凡、周强、周云、朱廷梦、

朱秀英、邹修权、张玉树、祝小琼、曾俊、陈御风、樊勤秀、

范渊、冯俊萍、冯卓、高东、高放、龚梁、苟汝志、胡朝刚、

黄爱奇、贾蓝翔、蒋世强、康俊、李荣欣、李文政、李娅、

李正名、廖勇、刘祥平、刘晓珍、祝纯军、刘云(4521)、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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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马灏、彭进、申远兵、沈建雄、石翠莲、舒利华、宋

文英、万龙、魏春吉、吴朝辉、吴姚艳、邢晓梅、徐晓敏、

杨森、杨长春(3010)、杨正可、易姣龙、余桃、袁岸、袁晓

燕、张德勇、张吉林、张兴林(7457)、钟燕林、朱文川、邹

琴、刘远秀、沈云瀚、艾军、白志斌、拜军战、步兵、蔡堃、

曹维、曹先洪、曾建东、曾林、曾文强、曾小雄、车李超、

唐军、陈枫、陈泓谦、陈杰、陈俊廷、陈凯、陈侃、陈丽清、

陈林(0057)、陈明雪、陈钦浩、陈泉、陈瑞敏、陈滔(1217)、

陈旭(4917)、陈亚、陈燕、陈银、陈友云、陈玉春、陈珍、

陈正伟、陈志强、程渝、褚诗伟、次仁央金、李宏玲、达娃

次仁、侯芳、邓刚、邓嘉、邓凯、邓良彬、邓楠、邓锡波、

邓玉梅、董兴涛、董洋、董昭、杜娟、段蓉、樊海民、范敏、

方毅、冯金龙、冯强、冯玉川、付立龙、付强、高浩、高伟、

葛维、葛振宇、苟建波、古伟、官志高、桂欣、郭贝力、郭

继、郭晶伟、郭俊英、郭吓鸿、郭雅玲、何斌、何东、何锋、

何季芮、何嘉、何金华、何俊飞、何磊、何美洪、何圣贵、

何淑吉、何松、何伟(0839)、何旭州、何云峰、侯强、侯森

林、胡安均、胡本凯、胡隆岗、胡梅、胡小健、黄刚、黄骥、

黄居华、黄培培、黄强(4550)、黄强(7910)、黄兴杰、黄雪

冬、贾桄宇、江双、蒋超、蒋恩辉、蒋凤平、蒋胜、康广隶、

康怡凤、雷慧、李白、李彪、李超、李广平、李含飞、李欢

(0811)、李欢(4333)、李奎、李兰兰、李明春、李攀、李清



4

泉、李睿丰、李胜、李顺祥、李硕、李思睿、李涛(2315)、

李星兴、李宴平、李永东、李勇、李勇强、李游天、李云逸、

李竹、梁亚、梁悠悠、廖波、廖非平、廖国宏、林波、林红、

朱泽明、林子渝、刘畅、刘丞、刘冠、刘国富、刘汉伟、刘

佳、刘建军、刘军(0032)、刘磊、刘朋、刘尚平、刘松林(7717)、

刘松奇、刘伟(4313)、刘伟(4416)、刘振兴、刘志强、刘子

龙、鲁速、罗朝劲、罗果、罗钧议、罗泉、罗伟(0455)、罗

应科、吕泽芬、马光强、马海鑫、马屴、马明磊、毛家林、

毛磊、毛世昕、毛勇、朱珊珊、孟荣、闵地林、缪向真、缪

小军、莫凡、莫明敏、莫明勇、牟楠、倪清权、倪盛雄、聂

晓艳、聂孝军、欧杰、欧陶、潘小英、彭君、彭侨聪、彭涛、

皮婷、蒲祥容、起继宗、秦伟 、屈波、瞿东良、任国超、

任启超、任颖、任之蓉、邵尉、沈红波、沈敏勇、沈强、沈

勇、石体君、宋天军、宋政敏、孙萍、孙韵清、覃先伟、唐

辉、唐蜜、唐坪、唐小华、唐英、唐友云、陶永臣、陶正、

田敏、万江、万璐、万忠仁、汪明珠、王奥斯、王波(0272)、

王东、王栋 、王敦武、王富贵、王海涛、王浩然、王捷、

王进、王军(0912)、王俊波、王磊、王李强、王利强、王亮、

王龙瀚、王孟启、王权宏、王涛、王伟(3114)、王卫、王文

平、王小康、王晓蕙、王欣宇、王妍琳、左云飞、王艺军、

王宇龙、王者翎、王振、王植、王志军、王忠、魏俊、魏流

斌、魏晓卿、巫若林、吴浩、吴红军、吴宏、吴晋明、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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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吴锟、吴萍、吴亚玲、吴曜然、吴友平、吴媛媛、伍

兴平、伍亚涛、夏春林、夏兴伟、向玲玲、肖国民、肖丽平、

肖亮、肖舜、肖小彬、肖延勇、肖雨、谢丹梅、谢晓东、谢

勇军、谢政、熊旅捷、 熊燕、徐磊、徐瑞、徐亚葵、徐一

冬、许武、 严飞、严静、严欣、颜悦聪、羊振波、 杨爱娟、

杨超、杨存术、左勇、杨华华、杨华伟、杨润梅、杨舒、杨

涛(5194)、杨婷、杨新彦、杨兴颖、杨雪忠、杨艳、杨洋(0431)、

杨庸、杨雨錡、杨云松、杨长桂、杨长兴、杨长云、杨长增、

姚晨、叶见龙、叶琦、易光荣、易华美、易俊强、易文婷、

尹健、游贤超、余辉(5618)、余龙、余文、袁桃、袁旭、袁

玉凤、岳睿、岳韬、岳云、翟文亮、翟月鹏、张彬(4053)、

张彬(9417)、张翠琴、张丁山、张东、张恒、张宏、张虎(1095)、

张徽、张敬恒、张倩、张强(0212)、张善利、张涛(0018)、

张天俊、张小平、张雄良、张宇(0018)、张宇(0012)、朱亮、

张桢、张志毅、赵东、赵桂锋、赵金超、赵兴广、赵驿、赵

紫兰、甄洪雪、郑俊华、郑如意、钟晖、钟静、钟孟娟、钟

顺平、钟翔宇、周海斌、朱良虹、周琴琴、周晓伟、周延涛、

周宇、周长青、朱发明、朱枫骅、朱纪宇、朱杰、包洋、蔡

玉燕、陈福全、陈慧、陈俊宇(0896)、陈训、董志刚、李川、

李俊(4819)、刘伟伟、戚国林、任学文、沈阳、唐凌舸、滕

月、王兵兵、王晓雪、吴霏霏、鲜勇、肖鼎山、谢岚、许榕

思、叶青、张丽跃、郑枫、朱海林、朱雨、陈贤忠、陈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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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邓岚、邓敏、丁永静、杜红涛、邹分红、甘福强、龚

进、古松、管政、何华、洪强、黄春春、贾唯策、江春红、

焦强强、李志军、廖杨、廖永超、刘仁海、刘永波、罗刚、

聂鑫、彭曦、屈贵、全勇、饶芳、尚朝锋、沈洪、石代毅、

舒英、谭伟、唐国强、唐昊、唐晶(0161)、唐先成、王光伟、

王军(5316)、王英、魏奇杰、吴娟、吴利琼、吴文国、吴文

涛、夏清、熊仕林、熊学、阳明波、杨媚、杨迎春、杨智慧、

叶丽娜、伊建勋、尤吉升、余泽彬、袁野、张川、张平(3016)、

张小迪、赵亮、周立新、周密、周述靓、陈贵、郭登勇、黄

代胜、王程功、肖丹、杨粒巍、白斌、白家友、柏丽娟、鲍

平、蔡佳润、蔡生虎、蔡小东、曹承锴、曹华顺、曹峻僚、

曹理龙、曹应携、曹中、曾超、曾健、曾亮(7538)、曾强、

曾小君、曾义(4916)、陈碧霞、陈斌(3314) 、陈波(7996)、

陈波(3710)、陈丹、陈德亮、陈飞、陈甫泉、陈贵荣、陈红、

陈虹、陈惠、陈家进、陈俊宇(1815)、陈柯宇、陈可、陈黎、

陈梁、陈玲、陈茂、陈孟、陈平平、陈全富、陈泉权、陈荣

强、陈松林(0254)、陈松林(8212)、陈伟、陈文河、陈小兰、

陈小平、陈勇(6116)、陈昭、陈禛、仇永红、崔春、代高升、

代明、代思林、代小华、戴誉升、邓爱华、邓斌、邓福阳、

邓俊杰、邓丽、邓群、邓绍伟、邓诗强、邓腾龙、邓天勇、

邓田佳、邓伟、邓小勇、邓跃平、丁方元、董梦甲、董翔、

杜飞、杜进昌、杜正文、杜作莉、段书刚、段燕清、樊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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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永强、范绍海、范永亮、方礼全、方林、方茂、房全民、

费可、宋帆、冯剑、冯萍、冯啟刚、冯娅娟、冯颜、冯长绿、

符纯军、符强、符胜、付丽娟、付莉、付淯、付子兵、呷地、

高贤君、高翔、高晓琴、耿光志、龚益、苟晓明、苟仲衡、

辜威、顾志远、桂华强、郭家辰、郭凯龙、郭可垒、郭莉峡、

郭霜、韩志洪、何春英、何江、何均、何明东、何为、何维、

何维良、何益波、何宇、洪波、候东梅、胡春、胡鹏举、胡

全胜、胡入锋、胡守松、胡亚东、胡兆永、户川江、黄伯锴、

黄丹、黄东、黄锋、黄河、黄华立、黄剑辉、黄龙玮、黄敏、

黄明、黄鹏程、黄全林、黄圣杰、黄圣旺、黄舒洁、黄婷婷、

黄晓、黄扬兵、黄宇平、黄芸芸、黄张建、贾燕、简国平、

江波(195X)、江涛、江霞、蒋承峪、蒋鸿、蒋佳、蒋俊杰、

蒋乐平、蒋晓桥、蒋宇、焦成发、金世隆、敬建均、阚苏、

康晓东、康召芹、赖德松、赖梅、雷大武、雷敏、雷勇、雷

智杰、黎建国、李爱国、李帮明、李波(5235)、李德松、李

飞、李刚、李和勇、李恒、李红明、李洪梅、李虎、曾涛、

李佳芯、李家坤、李建、李健辉、李杰洋、李娟、李军、李

俊山、李恺、李庆、李屈刚、李盛、李仕刚、李爽、李松林、

李万刚、李伟(0531)、李伟华、李文波、李武龙、李小红、

李彦伦、李燕萍、李雨凇、李玉清、李泽平、李兆、李照、

李智勇、李忠、梁强、梁杰、梁金火、廖必勇、廖非、廖芬、

廖国勇、廖进洪、廖蓉、廖晓东、廖学梅、廖毅杰、廖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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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智、林华、林亮、林木水、林少丽、令宝鹏、刘安平、刘

彬、刘超凡、刘成柱、刘代斌、刘读颉、刘刚、刘寒曦、刘

瀚英、刘红英、刘华彬、刘惠、刘加在、刘家欢、刘剑、刘

健玮、刘杰(541X)、刘杰(8472)、刘杰(1924)、刘军(0295)、

刘俊(3934)、刘龙洋、刘茂金、刘孟国、刘启明、刘琴、刘

庆彬、刘庆超、刘少云、刘绍兵、刘圣福、刘世洪、刘松林

(8614)、刘涛、刘维、刘文君、刘翔、刘小军、刘小平、刘

兴龙、刘学军、刘洋、刘毅、刘英、刘裕志、刘云(4116)、

刘昭强、刘志华、刘志涛、刘志伟、刘志洲、刘祚波、柳洪、

龙飞、龙政鑫、卢爱旺、卢和平、卢建康、卢康、卢贤富、

卢新友、鲁贵平、鲁宇、罗闯、罗东、罗建国、罗劼、罗凯、

罗龙、罗其冬、罗伟(8337)、罗小珍、罗杨、罗忠波、罗忠

权、吕春蓉、马春明、马明勇、毛梅芳、毛郑、梅良丹、孟

丽君、孟祥刚、闵龙建、缪俊恒、牟二龙、牟建权、牟世茂、

倪柏杨、倪彩宏、宁坪凡、欧丽芬、陆远国、潘建平、潘珂、

庞万春、彭辉、彭强、彭勇、蒲红梅、漆万琼、钱金松、乔

宏超、秦小飞、邱狄夫、邱辉、邱建平、冉茂辉、冉旭东、

任晓冬、桑加尔江、申建虎、沈晓艳、沈洋灏、石永祥、舒

君、帅尧、宋晨星、宋海燕、宋阔、苏萍元、苏仙霞、眭丹、

孙祥锋、孙友军、孙于龙、谈玉英、覃道建、谭超、谭华强、

谭建军、谭杰、谭凯文、谭小兵、唐铖、唐登华、唐建国、

唐晶(0545)、唐志波、陶桂华、陶立平、陶伟、田果、田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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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佟淑玲、万惠敏、林大武、汪秋明、汪西宁、王诚业、

王传健、王春霞、王大荣、王冬、王方、王凤、王国琦、王

海林、王海蓉、王建(9339)、王建(4737)、王建军(0113)、

王建军(0012)、王建雄、王杰、王娟、王俊、王礼兴、王林

(6111)、王鹏、王琴(3027)、王冉、王爽、王挺、王通明、

王伟(5379)、王晓林(6815)、王兴龙、王兴志、王雪莲、王

勇、王宇静、王雨、王玉琢、王元兵、王志杰、韦勋、卫翔 、

卫映成、魏霞、文俊、文敏(0166)、文帅、文旭、邬刚、巫

伟、吴彬(0015)、吴彬(2878)、吴波(8875)、吴彩华、吴成

国、吴方、吴康、吴攀中、吴宇、吴玉文、吴允文、袭荣利、

夏海艳、夏其涵、向东、向上、向新宇、向玉刚、肖成斌、

肖红彬、肖克、肖明树、肖强、肖伟、肖永鸿、肖正菊、肖

志国、谢彬、谢代海、谢非非、谢龙赟、谢绪林、谢永波、

谢勇、谢雨洁、谢长友、邢国军、熊坤、熊强(2814)、胥勇

鸥、徐冬梅、徐建平、徐建祥、徐礼兴、徐奇太、徐乔飞、

徐元士、徐志、许航、许华勇、许谨、许启超、闫友谊、严

晶刚、严中和、羊绍武、杨程、杨峰、杨关飞、杨光元、杨

贵禄、杨行、杨华林、杨欢、杨军、杨峻(8039)、杨昆、杨

力、杨林军、杨露、杨茂、杨秘、杨攀、杨强、杨青松、杨

清轩、杨涛(8634)、杨伟(5830)、杨渭、杨西、杨锡军、杨

小帝、杨晓晖、 杨晓康、杨晓容、杨鑫、杨兴利、杨亚玲、

杨毅、姚天冲、叶洪贵、易晓刚、易宇辰、尹春桐、尹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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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敏、应继军、雍春秋、于锐、于霜、余成刚、余东(4535) 、

余东(4311)、余佳林、余健、余玲、余秀兰、余治雄、 袁

杰、袁静、袁拉、袁明波、袁念、秋、袁仕能、袁伟、袁潇、

张安君、张斌(1717)、张飞、张刚、张贵新、张怀俊、张怀

全、张欢、张辉(7117)、张辉(1516)、张建、张江、张金保、

张津、张进权、张宽、张磊、张鹏、张平(5378)、张平(066X)、

张奇、张钎、张芹、张社林、张贤、张兴林(0310)、张旋、

张学栋、张雁鹰、张杨、张羽、张州、赵徽、赵安高、赵嘉

彬、赵建磊、赵培杰、赵亚成、赵洲、郑超、郑春兰、郑慧、

郑凌予、郑涛(2073)、郑文和、郑兴国、郑中平、钟昊城、

钟力、钟琳、仲继平、周成雨、周高银、周洪兵、周杰(0255)、

周进戈、周凯、周联银、周琪、周仁椿、周荣坤、周绍平、

周小川、周鑫、周雨梦、周长禄、朱邦才、朱炳睿、朱洪灿、

朱林祥、朱永亓、朱佑平、朱忠涛、祝飞、邹诗银、邹雨春、

左伟、左应奎、林仙英、郑树斌、李国彬、曾显兴、杜林、

葛太奎、蒋晓彬、康宁、雷光云、李朝华、李德明、李辉(111X)、

李伟(5817)、李谢平、李泽鸿、罗国华、罗清明、彭俊洪、

孙万钟、谭小龙、唐清胜、唐应志、涂庆国、王建成、谢招

平、杨刚、杨汉勇、杨勇、叶学辉、犹元强、余波涛、袁伟

强、赵永艳、万金燕、李华兵、安静、白兰锋、白理、卜玲、

蔡兵、蔡达煌、蔡典伦、蔡立金、蔡苓、蔡炜、蔡湘、曹开

红、曹礼波、曹杉、曾耀、曾兵、曾华林、曾金华、曾亮(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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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贤、曾润福、单镭、车文江、陈爱国、陈斌(5915)、陈

灿、陈春、陈达林、陈登炜、陈东迎、陈帆、陈刚、陈国永、

陈国柱、陈濠、陈虹余、毛有泰、陈佳、陈建华、陈健、陈

金伟、陈军、陈李、陈立、陈连兵、陈良涛、陈亮、陈林(0030)、

陈林(4517)、陈敏、陈楠、陈启林、陈清清、陈思、陈斯华、

陈涛、陈滔(3413)、陈添法、陈威、陈维群、陈文、陈小林、

陈晓旭、陈旭(4615)、陈耀南、陈永胜、陈勇(1919)、陈瑜、

陈玉祥、陈圆、陈泽彦、陈长海、陈志敏、陈州、程良鹏、

潘二方、崔莉、崔巍、戴兵、戴海金、邓积、邓平安、邓小

红、邓晓利、邓幸、邓勇、邓玉玲、丁禄花、丁盛兴、丁伟、

董明发、董燕均、董志芳、董忠焰、杜凡宇、杜建、周明、

杜霞、杜泽忠、段国敬、段湘福、凡黎明、樊小龙、范时钢、

范思齐、范源标、范志强、方良红、冯彬、冯春林、冯飞、

冯健、冯天荣、冯霞、冯晓燕、冯阳、符凤玲、付红春、付

路明、甘昌、高军、高伦、郜怀宇、葛金城、龚瑛、苟弘帅、

顾春四、管安树、郭建彬、郭茂林、郭伟、郭玮、郭贤超、

郭星、韩飞、韩莎、何灿、何程、何德强、何进、何娟、何

敏、何明松、何鹏、何仕兴、何顺全、何伟(7135)、何小文、

何星宇、何秀全、何毅、何远坤、何智良、何子学、贺国洪、

贺婷珺、贺震宇、洪焓、王杨鑫、侯仕勇、侯述杰、侯泽洲、

胡安全、胡保旭、胡杰、胡丽娟、胡平、胡萍、胡婷婷、胡

伟、胡永积、胡志华、胡志举、黄炳林、黄海(7235)、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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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黄红伟、黄宏、黄建东、黄健、黄金梅、黄林金、黄鹏、

黄少波、黄仕奇、黄文杰、黄雄、黄永安、黄源、黄章全、

黄仲华、吉剑斌、纪健、嘉杰、贾剑权、贾如志、江波(2516)、

江东海、江楠、姜海伦、姜建国、姜金松、姜世建、蒋代明、

蒋德林、蒋龙、蒋仁军、蒋巍、蒋小斌、焦钟圆、金博、金

灿、金平、金现沛、金智奋、景成相、景海、敬明玉、敬召

霞、康黎、康燕红、寇世锋、赖春贵、赖海英、雷良、雷林、

雷玲、雷雨霖、雷正刚、冷宏昊、黎成志、黎已原、李波(561X)、

李春开、李尔东、李菲、李贵巧、左静、李国福、李昊谦、

李红梅、左晓涧、李洪、李洪军、李辉(191X)、李慧、李家

龙、李建伟、李建中、李靖、李静雯、李开仁、李利、李玲、

李龙、李伦广、李明星、李乃强、李鹏、李平英、李清平、

李琼、李绍辉、李石锋、李双友、李文胜、李文忠、李贤烈、

李雅秋、李彦、李泱汲、李冶、李叶林、李尹明、李迎春、

李永刚、李永艳、李元、梁炳雄、梁浪萍、梁上贵、梁潇引、

廖健宏、廖起生、廖玉娥、廖玉勇、邹永、林殿夏、林峰、

林桂顺、林建明、林捷、林俊、林丽萍、林良碧、林妹、林

平、林瑞珍、林若雨、林绍礼、林淑卿、邹小司、林小白、

林小山、林旭、林选强、林永生、林宗平、凌祥、刘孛曦、

刘波、刘晨音、刘川、刘大成、刘德洪、刘丰、刘国锦、刘

国平、刘海洋、刘欢(001X)、刘欢(6219)、刘辉(6110)、刘

辉洪、刘劲松、刘俊(0738)、刘茂、刘明水、刘明学、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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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刘世平、刘世青、刘思岑、刘太友、刘伟(5316) 、

刘吴彬、刘祥、刘晓鹏、刘兴富、刘雪、刘永安、刘跃志、

刘志亮、刘尊萍、龙建华、龙水平、龙煜升、隆小东、卢升

宝、卢树群、卢吓弟、卢元强、卢志杰、罗波、罗超、罗虎、

罗杰(0018)、罗鹏辉、罗姝、罗涛、罗叙、罗焱彬、罗友全、

罗忠友、骆嘉航、骆宇棠、吕尔雄、吕娅、吕子良、马超、

马从春、马堃、马兰、马林、马明振、马声灿、毛春生、毛

炼、米韵纯、缪显文、牟冰、牟大容、木乃达沙、乃乃尔呷、

倪波、聂美玲、宁天贵、欧小花、欧阳永安、欧阳永兵、潘

虎、潘璟、彭川、彭德军、彭国华、彭木兰、蒲江山、蒲倩、

蒲兴成、祁振、秦健伟、青云、邱静芳、邱涛、邱秀君、邱

有文、冉博文、任刚、任明、任森、任拓、任勇杰、邵春丽、

沈孝惠、沈永吉、石天云、石玉峰、石玉焕、史思辉、舒安

兵、宋大兴、邹涛、宋戈、宋海波、宋进、宋涓、宋黎、宋

威、苏安平、苏添丁、苏志强、孙亮、孙松娟、覃委、谭燮

廉、汤玲、邹倩、唐烺峰、唐琦琳、唐羽、唐祖政、陶万聪、

田海波、田祥梅、万建军、万利、万仕兴、万义俊、汪洋、

王安乐、王呈云、王充、王川、王冬生、王飞、王贵明、王

昊亮、王慧玲、王家垒、王婧、王利兵、王林(2712)、王龙、

王敏、王强(6933)、王巧玲、王瑞亮、王松、王炜、王锡通、

王霞、王晓林(2751)、王鑫福、王轩、王以军、王弋、王有

芳、王玉华、王运锋、王周、卫品、魏波、 魏昌华、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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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魏德木、魏伟、魏小峰、魏滟苏、魏再进、温海军、文

丹、文敏(7085)、翁晨强、翁桂凤、翁国明、邬应红、巫才

波、吴娅、吴安文、吴波(2956)、吴成伟、吴关华、吴海燕、

吴锦梁、吴锦泉、吴康敏、吴丽霞、吴莲、吴联兵、吴敏、

吴啟明、吴群、吴文博、吴小洪、吴兴君、伍宏、伍永富、

夏伟、向利军、向蜀燕、向相、肖天莺、肖银、肖正容、谢

冰航、谢福燕、谢建军、谢萍、徐爱武、徐超、徐峰、徐海

英、徐炼宏、徐荣安、徐锐、徐新福、徐燕英、许晁翔、许

巧、许心愿、薛飞、薛敏、严巨强、严均夕、颜林、颜伟、

晏纯杰、杨百秋、杨程波、杨大业、杨贵均、杨国栋、杨华

丽、杨建均、杨鲁、杨淼、杨清云、杨伟(9075)、杨洋(7327)、

杨一帆、杨英(2445)、杨长春(3954)、杨长志、杨珍妮、杨

正兵、杨正德、杨治东、姚仕砖、姚勇、叶飞、易丽彬、殷

智红、尹林民、游蓉、于朝兴、余波、余富君、余其祥、余

洋、袁聪、袁耕、袁军(7594)、袁亮、袁英、袁镇藩、袁智、

云琢、詹敏、张斌(9410)、张波、张弛、张道英、张高燕、

张衡、张洪国、张鸿、张虎(9094)、张虎(3033)、张佶、张

君平、张凯、张克成、张林(0014)、张猛、张明、张强(3313)、

张仁政、张社论、张棠、张万建、张希、张小斌、张晓峰、

张彦群、张阳(3114)、张义开、张义琼、张钰、张增光、张

正广、赵刚、赵军、赵林、赵攀、赵鹏、赵荣新、赵雯、赵

小勇、赵宇、 赵长江、赵志华、郑成星、郑传飞、郑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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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军、郑闽山、车竺芯、郑涛(1519)、郑新烟、钟传勇、钟

明、周导、周烽、邹九胜、周国华、周嘉汲、周嘉林、周建

军、周杰(1811)、周军、周俊、周龙、周齐、周善模、周少

勇、周涛、周伟、周祥印、周翔鹰、周小丽、周晓林、周易、

周勇、周榆、朱红霞、朱锦凯、朱康林、朱琳、朱文静、朱

玉琦、李慧琴、庄素梅、庄占生、曾新媚、曾义(491X)、余

辉(4717)、李伟(2198)、刘术民、夏廷富、蔡秋萍、曹明花、

曾俊鸿、陈曹兵、陈道来、陈海燕、陈立坤、陈先富、崔燕

(7883)、冯友良、韩长杰、何祥、洪伴伴、胡泉、雷雪霞、

李建勇、李椒、李俊(1527)、李俊贤、李素娟、李素敏、刘

朝银、刘洪军、刘佳丽、刘亚洲、刘玥、马燕、马正东、彭

玮淇、冉建容、沙莎、苏磊、谭全大、万邦伦、周益帆、王

来玲、文学、巫家海、吴瑛、谢琦、徐杰、杨小华、要江霖、

袁军(0316)、张驰、张焕斌、张林(7265)、张屏、张啟志、

张绍元、张玉兰、赵德伟、赵四川、赵正焱、钟航、钟剑、

王彬、彭兴等 2138 名同志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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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0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2月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