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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经信职改办〔2021〕49 号 

关于同意滕袆沛等 1998 名同志中级职称 
任职资格的通知 

四川省工程机械安全协会： 

经单位考核推荐，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审核报送，四川

省工程机械安全协会工程技术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10 日评审通过，经济和信息化厅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审查，同意以下 1998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机械工程专业：滕袆沛、沈静、于海峰、艾辉、艾鹏、

白建军、白坪、白伟、白小红、白晓红、白晓廷、柏斌、包

家祥、包太坤、钟全、边强刚、胜国强、蔡博超、蔡崇明、

李春贤、蔡世明、蔡小林、蔡秀华、蔡杨菲、蔡勇、曹磊、

曹婷、邹舟、曹兴红、曹祎、曹永飞、曾斌(7699)、曾斌(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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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文、曾国庆、王敏、曾宏超、邹兴彬、邹宇、邹玉虎、

邹文、曾俊、曾念科、曾强、曾庆远、曾森、曾树芳、曾祥

兵、曾绪伟、曾永富、刘佳鑫、曾志辉、查克峰、张勇(3318)、

常贵银、庄为、陈帮根、陈兵、陈波(0616)、陈朝陆、陈朝

茜、陈春、陈待昀、陈定兵、朱云鹏、陈光鑫、陈浩、陈洪

武、陈洪圆、陈淮东、陈建才、陈建军、陈建颖、陈健、陈

杰、陈洁、陈锦江、陈憬杰、陈军、朱永强、陈凯(0514)、

陈柯兴、陈立、陈立勇、陈林(0511)、陈琳、陈龙、陈明、

陈平、陈启先、陈强、陈权圣、陈忍、陈世林、陈威、陈薇、

陈维高、朱小川、陈文江、陈文龙、陈先国、陈小平、朱涛

(2117)、陈星、陈秀、陈彦利、朱涛(7813)、陈燕(5629)、

朱锐、陈应良、陈涌、朱儒刚、陈渊、朱强、陈媛、陈跃国、

朱浩、陈赟、陈中军、彭奇虎、成魁、程春林、程度、程奉

超、程光辉、程国琴、程红洁、程历书、程思玮、程一丰、

串程炜、崔俊锋、朱德军、朱国彬、代奕、单玉芳、邓斌、

邓波、邓朝阳、邓川、邓德、邓佳、邓建、邓金、邓李生、

邓林、邓龙、邓强、邓清国、邓晴、邓仁超、邓世杰、邓伟、

周仲全、周长林、邓艳平、邓逸致、邓勇(1938)、邓勇(8519)、

邓煜、邓云、邓正奎、刁向奎、周再彬、周长宏、董斌、董

国涛、董家宏、董利、董明、董文章、周应平、董永培、周

一鹏、杜冰、杜春音、杜合富、杜建、周燕群、周瑶、杜静、

杜俊成、周天立、周廷明、杜鹏程、杜善民、杜望春、杜莹

莹、段小强、周述林、周涛明、崔赵辉、范彪、范超、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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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周世国、范会理、范明、范小海、方贵全、方国、方军、

方文学、房宗民、周上高、冯杰、冯龙、周然、冯伟、冯勇、

周佩、冯子凌、符力、付进科、付能敏、付强、付小萍、付

兴超、傅翔、高东、高帆、高红雨、高慧(2822)、高慧(054X)、

高建、周明、高磊、周羚、周龙、高勇、高志红、高子波、

葛志纲、周良蓉、龚建强、周磊、周立、苟海文、苟云华、

顾大学、顾贵、呙友瑞、李杨、周军、郭富强、郭汉伟、郭

浩、郭娇、郭奎、郭俐杉、周娟、郭岭、周锦、郭锐、周江、

郭晟、郭兴、郭毅、郭正波、李叶、郭治政、郭子顺、周华

贵、韩光明、周厚亮、韩建强、刘议敬、韩涛、韩兴旺、韩

宗谷、郝登超、马菊、何丹阳、何国伟、张娅、吴迪、何军、

何俊、何利军、何利平、何钦、何琴、何赛、周恩、何维剑、

何伟文、何武华、何西涛、何习知、周丹(1427)、何义雯、

何应、周丹(0749)、何志、何周隆、何自飞、贺凤娇、贺利

娜、衡俊秀、周传进、侯敏慧、邹晓丽、胡德强、胡红平、

仲林山、周昌义、胡礼林、胡立明、钟永国、胡明海、钟小

玻、钟晓莉、胡太祥、胡卫昕、胡显玉、胡勇、钟传敏、钟

光辉、钟强(1110)、钟箫、黄波、黄贵晖、黄昊、黄何、黄

红高、黄吉剑、黄加锐、黄江、黄菊、黄磊、黄丽、黄林、

黄倩、黄强(6053)、黄强(7232)、黄巧、黄仁君、邓晓艳、

黄万林、黄兴河、黄秀、黄晏东、黄滟、钟彬、黄毅、黄永

前、谭杨、黄勇、黄泽民、郑玉兴、黄长委、黄周静、嵇增

军、吉辉、吉建新、吉兴、贾珍辉、简光君、江春华、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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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兰、李腾、江志磊、江志强、姜吉成、姜雨池、宋延

超、郑湘薏、蒋华、蒋开金、蒋磊、蒋鹏、蒋泉、蒋绍辉、

蒋维治、蒋小金、蒋小萍、蒋鑫、蒋勇、焦永松、金滢、景

强、何安、敬柠溢、敬宇、鞠海波、鞠留飞、康斌、张维(3736)、

刘述勇、康曦、康智慧、赖林、赖锐、赖万华、赖樱、兰冰、

兰福用、兰航宇、兰敏、兰体贵、兰洋、郑伟、雷春燕、雷

定彬、雷文福、郑维东、雷宇、雷雨晨、冷灿、黎海、黎蒋

军、郑泉勇、刘雪梅、史胜勇、郑明刚、李彬、李斌(0015)、

李波(1430)、李波(2579)、李波(5032)、李博、李昌海、李

昌来、李昌明、李超、李春林、李春梅、郑彪、郑基平、李

春燕、李春雨、赵云静、赵云力、李登权、李东定、李发全、

李飞宇、李峰、李福军、李富瑞、李刚(5316)、李功平、李

光韬、李国峰、李国乾、李汉华、李汉文、李浩铭、李恒、

李红、赵宇、李华、李欢、李佳、吴雨穗、李建知、赵勇、

李江、李江波、李江文、李洁、李瑾雯、祝梁山、李静淑、

李军、李君欢、李俊龙、李凯、李凯龙、李柯、李琨、李磊、

李林树、李龙海、李罗、赵三、赵平、赵伟、李鹏、李琪、

赵丽娜、李强(4612)、李强(061X)、赵海、赵衡、赵宏波、

李仁慈、赵剑光、李熔、李山、李生龙、李仕平、李帅、李

爽、李斯旭、李苏衍、李涛(003X)、赵光华、赵定斌、李婷

婷、李伟、赵承友、李蔚然、李稳、李向东、张忠义、李小

波、张智林、李小毅、李小忠、李欣忠、李新川、李新伟、

李鑫磊、李兴全、李雄、李秀军、温蕤、李雪梅、张支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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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李艳、胡荣华、张云军、李洋、张雨龙、李易达、李

毅、李永霞、李勇(7979)、李勇强、李宇、李玉钢、杨敏杰、

李元章、李云亮、李云毅、李再勇、李忠建、梁兵、梁超恒、

梁春、张瑜、梁亚军、张友明、梁扬越、廖传兴、廖德康、

廖福红、廖海兵、廖辽、廖乾新、廖鑫、林刚、林兰、林利

辉、林茂竹、林敏、林威、林显睿、林勇军、吝加强、蔺蓉、

蔺阳、刘安然、刘斌(1998)、刘波(8131)、刘代军、刘飞、

张勇(3072)、刘光华、刘豪、张永辉、刘佳祺、何兴明、张

英、刘建(301X)、刘建辉、张毅、刘江、张义刚、张义洪、

刘轲、刘科(5218)、刘科(4895)、张旭、张旭东、刘连国、

刘恋、刘敏(0720)、刘敏(4615)、刘敏强、杨思仪、刘强

(4697)、刘强(4692)、刘琼、刘晟彤、张耀勋、王焰迪、刘

帅、刘涛(3798)、刘涛(0530)、张晓静、刘婷、刘桐、张贤

强、刘伟(6819)、刘伟(7717)、张文平、刘伍林、刘翔、刘

兴锐、刘学均、张卫东、刘延婷、刘艳(3546)、张涛、张维

(4911)、刘洋(3678)、刘洋(0657)、张书婷、张思思、刘勇

(4955)、刘勇(1190)、刘勇(299X)、刘宇、刘玉梅、刘裕秋、

张庆军、张尚均、刘子雄、柳良琼、张玮、龙敏、卢荣华、

鲁刚、鲁国放、罗波、罗超、张琦瑶、张桥、罗丹(7981)、

罗丹(1627)、罗飞(4579)、罗飞(117X)、罗浩(6338)、罗浩

(8192)、张维强、罗惠蓉、罗靖、罗克惠、罗礼、罗丽娟、

罗利、罗攀刚、张萍、罗清秀、罗尚宣、罗帅、张攀、罗伟、

罗先军、罗晓静、罗晓琼、罗垚、罗意、罗勇(6034)、罗勇



6 
 

(3738)、罗由楷、罗钰榕、罗袁刚、罗征洪、曾佳、骆长锋、

吕波(2018)、吕雯、吕友兵、麻罗耕、马东、马晖、马劲赛、

许金涛、马均、马腾飞、马雄伟、马阳、满艳梅、毛尔聪、

张林(1032)、张敏均、孟鲜、李马露、闵凯、张亮(2959)、

明德销、明文章、明志强、张莉、莫小纪、牟衡、牟强、牟

勇、牟志平、牟中涛、母德福、母琼秀、倪洪章、倪辉燕、

倪平、倪祥、聂春桃、聂华、牛洪平、欧龙冲、潘福平、潘

建平、潘娜、张礼军、潘祖昊、庞家明、庞杰、裴毅、裴志

业、彭常勇、张克勇、彭晶蓉、彭军、彭莉、张科、李洵、

彭涛、张开彪、彭秀、彭章华、皮鑫、蒲邦彦、蒲军军、蒲

伟、孙银萍、蒲勇、漆廷东、漆晓滟、钱安珉、钱光华、乔

炎锋、秦光奎、秦佳、秦智慧、卿德萍、卿熹、邱敏、邱世

欢、张俊、屈国浩、瞿伦辉、张军(0017)、瞿向东、任峰博、

任国兵、任宏、任宏飞、张军(8912)、任宇强、荣晓波、尚

鹏、张捷、张敬松、石黎、石礼燕、张鉴冲、张杰(2015)、

李强(7470)、帅婧、沈杰、税小平、宋德全、宋海洋、宋君、

宋明桃、宋琼、宋胜强、宋小成、苏科羽、熊雄、孙红波、

孙尽悉、孙科、孙平、孙锐、张吉、张建林、孙跃胜、谈海

军、谭刚、谭恢钟、谭力、谭丽娟、汤善志、汤益洪、唐程、

唐道成、唐登明、唐芳芳、唐浩、唐浩洋、唐虎、黎亮、张

辉 、唐宁、唐太安、唐为、唐文明、唐显勇、唐星星、唐

兴全、唐燕、唐杨、张洪源、唐永福、唐勇、唐榆焯、唐宇

航、唐云、陶超平、陶婷、陶质、滕凌、田迟、张弘、彭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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玮、田秀陆、田运强、田增洪、田振宏、李韬、童一军、涂

才柳、涂锋、涂浩、涂建明、何宇、涂志红、张桂建、万贵

兵、万剑勇、万玲燕、万挺、万舟、万子源、汪杰、汪林、

汪强、汪员洪、王本先、王斌、王波(0611)、王波(0019)、

王超、王朝元、王成林、王诚、王川瑜、王春茗、王大林、

王代丽、张福成、王飞(5256)、王飞(0755)、王凤明、王甫

兵、王府、王广益、王红梅、王红琴、王红娅、王洪、王家

连、王建军、张帆(0319)、王剑、王杰祥、王久超、张帆(5016)、

王俊、王凯、王珂、李佩、王理朝、王良、张东、王露、王

梅、张道军、臧扬金、王娜、张大勇、王启育、王强(4912)、

王容、王锐、王瑞、王森、王少博、王松柏、王涛(0056)、

王涛(891X)、王婷霞、王先冬、王贤均、王祥美、王潇菲、

王小霞、王晓琼、王晓阳、张波(005x)、张潺、张焯泯、王

叙媚、张冰秀、张波(6219)、王燕、王燕秋、王瑶、张斌、

王益、王银、吴井晖、王拥军、王勇(5156)、王友云、王佑

鑫、王玉芳、王圆媛、王泽琪、王贞、王正锐、王志刚、王

志伟、王治华、王中军、韦军、韦晓强、魏炜、詹小远、魏

渊、温敏、詹维维、岳鹏、文皓、文家康、文静、谢弘清、

文析蒙、文勇、文苑苑、邬德军、吴斌、吴波、岳林、吴昌

能、李肖雄、吴朝忠、袁伟、吴道馨、袁祥燕、吴东、吴光

明、袁勇、吴加刚、岳超飞、吴静、袁盛辉、吴林键、吴平、

高小隆、吴强(6931)、吴强(3099)、袁强、吴文科、袁明英、

吴先斌、吴显东、吴银成、吴永波、吴友权、袁林、吴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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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奉兵、袁昊、袁骏、夏凡、夏和立、夏继东、夏明伟、夏

淑蓉、夏晓娟、夏芸露、鲜凤云、谢海林、向导、向贵英、

向骥、向勤、向庆生、向溶君、向毅、肖昌洪、喻海均、肖

丁、肖发、肖发勇、肖钒、肖郭梁、肖华、肖晖、肖杰、余

彦彬、肖金、肖李、瞿容华、肖伟、肖文龙、肖谢启、肖遥、

肖云、余祥、谢波(8813)、余海涛、余伟、谢丁、谢彬、谢

国金、余波、余曾、谢建军、谢杰、于洋、谢开洪、于小洪、

谢仁建、谢英俊、于小波、田辉、谢雨薇、谢云、辛欣、应

永贵、雍东、李丹丹(6124)、熊海军、熊良军、熊强、尹亚

莉、熊学楷、熊英、熊永刚、熊玉、胥怡、徐彬、徐崇攀、

于海忠、徐海洋、徐家驹、徐江澜、徐凯、徐磊、徐强、徐

孝媚、徐智骏、尹涛、许登斌、许峰、尹庆彬、许学军、许

耀文、薛波、薛常勋、鄢华彬、严家德、尹繁荣、严莹、颜

宏伟、颜霞、晏涛、易新翔、杨彪、杨斌(6177)、杨超(3699)、

杨朝彬、杨朝军、杨晨光、杨成文、杨德俊、杨定均、杨刚、

杨浩若、杨洪波、杨华军、杨淮、杨纪昌、杨建、杨建华(7136)、

杨建中、杨娇娇、易洪兴、杨杰(3111)、杨军(0513)、杨军

(0216)、叶云涛、杨科惠、杨坤强、杨乐园、叶乾华、杨立

勋、叶娜、杨凌飞、杨柳(1128)、杨柳(2517)、杨柳江、杨

茂林、叶芳、叶峰、杨名菊、杨明、杨明洋、杨南、杨鹏、

叶斌、杨启彬、张霞、杨倩鸿、杨强(5671)、杨强(4258)、

杨乔媛、姚涛、杨树良、姚思、杨万祥、杨王生、杨维江、

杨伟、杨翔龙、杨小军、杨晓春、杨晓芳、杨新权、杨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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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玮、杨兴勇、杨旭、阳东梅、杨颜青、杨宜东、杨毅(0412)、

杨尹、杨映武、罗祥、杨中云、尧长彬、常林、姚刘军、高

倩、杨敏、蒋剑涛、李华斌、钟飞、刘毅、黄超、曾婧、王

梦杰、杜明、谢川、陈银国、王鹏、刘志坚、段友强、魏学

元、周频、郭亮亮、李青娟、董学礼、刘莉、岳小勇、张伟

(075X)、卜金铭、米健、陈刚(5531)、丁岩、韩爱华、梁杰、

刘佳婷、刘卫卫、王艳梅、张明敏、张韵、赵辉、李丹丹(2445)、

刘军、郭付洲、雷勇、闵利康、游云睿、吴凯、胡锟、李卫

华、陈凯(0631)、信思思、张峰、崔世俊、杨柯仪、李明凤、

雷兵、陈燕(9082)、程晓蓉、陈豪、唐嘉、刘洋(5655)、梅

萍、唐瑛、肖春斌、黎琦、吴雯雯、蒋虎、陈晓凤、刘洋(8739)、

岳军强、伍勇军、范厚海、谢宇、王军、李青洋、潘文琴、

胡顺泉、易永庆、杜金龙、黄长洪、罗浩(6290)、涂秀琴、

郭锐军、任梦丝、吴传明、谢常浩、谢飞、都刚、冯远皓、

罗超琼、屈蓓、梁艳、龙景攀、华苇、胡洪、陈越、李健、

曹潇、李小军、毛尹、丁秋源、冯庆、谢林阳、刘化冰、周

林、罗天、黄一帆、严钦渝、谢静、冯成、彭兴旺、苟代伟、

侯君、万春林、杨丽庆、王星钢、刘巍、杨丕阵、李琴(4381)、

陈伟、胡宗燕、樊玲、陈艳林、刘刚、柴强、赵均、刘天军、

温仕伟、王林(1138)、杨立、吴昊、陈元超、王万舒、周泽

锋、吴思思、杨杰(0238)、鲜杰、帅四远、江家文、赵舒浩、

孙堂彬、周金亮、李爱珍、蔡佳、毕戎、王笑语、李焱、郭

志杰、吴朝龙、郭朝松、周烨、张华兵、解学丽、廖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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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茂、西志强、孔舒、杨建华(1510)、蒲远雄、陈严、谢一

莹、张杰(6113)、曹皓明、钟芳、兰世刚、邱宇、杨维、江

明虎、张海、文世力、韩静、孙刚、姚华忠、刘剑峰等 1331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测绘工程专业：熊刚、艾百灵、朱旭、白颍、白勇、蔡

宗海、刘波(0959)、曹选华、曹玉婷、曹智、蒲春平、曾昌

顺、曾经涛、曾禄祺、曾妮、曾翔、车伟、陈波(2910)、左

光明、林建国、陈东、陈洪玖、陈磊、邹全、陈黎明、陈炼

宇、陈林(5811)、朱毅、祝纯勋、陈荣誉、陈武君、陈希林、

朱鹏、朱生武、陈孝东、陈撷好、邹强、陈永刚、陈勇(0018)、

陈悦刚、朱俊恒、周渊、程智杰、崔海扬、崔颖、代学勇、

戴庆、邓加庆、邓杰、周育江、邓倩、曾斌(6530)、邓全霞、

邓晓兰、丁一、董佳燕、周宇、杜海斌、周秀英、杜强、杜

首龙、杜雪梅、周世琴、樊烨、范仲强、冯建元、周庆、付

蓉、甘东、甘恒军、甘帅、甘文义、周明飞、高成诚、高华

君、柳妮娜、周江海、顾闵鑫、官达发、管平、周兵、郭俊、

郭凯、郭美琳、钟强(2572)、何波涛、何朝平、钟华勇、何

东、何家福、钟宏文、何杰林、赵松柏、何林峰、郑勇、郑

云华、何涛、郑可、何希强、何艳萍、何玉梅、何远波、侯

彤雨、胡江、胡栩、华云蛟、黄蓓、黄崇兵、黄芳、黄宏、

黄建国、黄健、郑谍、黄俊、黄俊才、黄麟凯、黄强(191X)、

黄少文、赵中伟、加浩、赵蜀健、江泷、姜文、姜文君、蒋

凡、蒋天友、赵桂培、康健、亢文羽、赖红梅、蓝罡、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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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刚、李仓杰、李昌荣、李春明、李发兵、张真、李刚(549X)、

李刚(0018)、李华彬、李会强、李剑华、李杰(0230)、李杰

(9417)、李靖、张永胜、张勇(3517)、李敏、李强(4418)、

李强(5958)、李琴(3202)、张艳、李胜、李涛(6035)、李涛

(7279)、张万强、张伟(0619)、张潇宇、李小莉、李小琴、

李晓伟、李新宇、李星、李兴兰、李雪、张尚平、张庭浩、

李勇(7932)、李政、张塞霖、李自强、梁林、张金国、梁学

梅、梁宇、廖晗、廖梦黎、张昆娥、张雷、郭方艳、刘春、

张力、刘干、张炼、刘建华、刘杰、刘坤、刘磊、张亮(1813)、

刘联、刘琳川、刘思维、刘涛(1812)、刘彤、刘万斌、刘伟

(0414)、张明霞、张鹏程、刘晓军、刘耀光、刘烨、刘真娇、

张琴、龙东、龙涛、龙沚言、卢维、林梅、陆兴隆、张庆梅、

罗德宁、张杰(7350)、罗堃、罗利川、张剑锋、罗强、罗锐、

罗毅、吕艳丽、马超、马婷、马悦、张国伟、闵小蓉、牟超、

张富飞、甯小川、潘辉、于行贵、余坤、余桃、皮昊灵、蒲

茂毅、蒲小军、张杜、邱培南、袁敬敏、瞿庆林、瞿瑞睿、

袁波、任春雷、任骏、易雪辉、尹华健、佘浩、沈海涛、舒

阳、舒杨军、邵凯、苏良民、覃文韬、谭波、谭煜、汤凯文、

唐川、唐红波、叶强、唐前成、唐世键、唐炜、唐鑫、唐钰

婷、陶莉、田燕、叶林、万海蓉、万中发、汪帆、杨佑虎、

王兵、王博、杨毅(3911)、王发旺、王飞(4419)、杨清云、

杨学明、王恒、王洪义、杨琪森、杨芹芹、王金朝、王金作、

王菁、杨平、王利平、杨林、杨林果、李芙蓉、王绍豹、王



12 

强(5114)、王梃伟、王维敏、王卫、杨金朋、王小玲、王小

龙、杨华伟、王勇(0258)、王友、杨刿、王中伦、魏瑶、杨

斌(6818)、杨波、杨超(3474)、闻成、吴成、吴鸿博、吴继

川、吴鹏、吴萍、吴兴富、吴玉翔、夏仕华、鲜淞、向竟德、

肖飞、阎川华、肖鑫、谢波(5019)、谢光明、谢豪、鄢春国、

谢婷、谢卫、邢坤、熊英吉、熊祚华、徐浩、徐娜、徐启胜、

徐亚强、李亚霏、程皓、李中柬、何苗、李苗、徐丽、杜鹏

飞、赵源、左会松、李娟娟、赵越、冯玉玉、杨兰涛、王柳

柳、倪天江、王增录、王艳爽、彭林春、刘文强、杜瑜、何

俊锋、毛小军、巨金梅、许行、董强、宛翔、屈人杰、贾北

平、刘嘉悦、何芜薇、肖飞虎、刘福彬、何杰、蒲一远、徐

尧、文云燕、赵柯、罗江伟、王惠、张志强、张骥、高宗强、

邓丽蓉、陈道建、陈敏铷、王华珍、陈云、许云、薛柏、李

瑞祥、唐俊蓉、余唯、余紫星、宋波、陈晓倩、张波(4222)、

王保权、陈蕾、梁水才、刘希文、陈培韬、文君、王富春、

甘小龙、游钦海、罗娜、王涛(8699)、温晓艳、徐科、朱思

亮、王福林、许根、何程、王静(0562)、郑小佳、陈扬、谢

俊林、张春万、成强、谭珂、吴圣利、李开钊、罗伦、楚贵

飞、韩奉桐、鲁星、王文旭、余晓波、黄娟等 422 人工程师

任职资格； 

工艺美术专业：曹涧、曾朱、代杰、邓琳、丁春来、呙

伟、郭思瑶、何如婧、黄金江楠、黄丽容、黄沁文、匡旭维、

李波(4019)、李丽娜、李林芳、李琼芳、李姝、李燕君、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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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刘敏锐、刘萍、龙翔枫、潘硕、彭弋、冉超、宋畅、王

丹 、王娅娟、王鷁、王雨婷、王云鹏、吴昌伦、徐翌娟、

闫宝东、杨丽、殷雪梅、张凌杰、赵浏炜、郑娇、钟琴等 40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化工工程专业：陈金国、诸权、敖燕、朱自强、包利军、

朱琳、曾臣江、陈驰、田向理、朱明林、陈姣、陈亮、陈品

伟、陈琪浪、陈勇(7995)、陈源、程泷、周怡、邓德勇、董

俊、董科、张林(4933)、杜增勇、王儒熙、范涛、冯亚东、

冯张宁、付佳琪、高林丽、苟小容、蒲海军、钟绍华、郭雅

琴、郑盛朋、何文安、侯小平、胡方林、薛振飞 、郑立彬、

黄贵燕、郑建林、黄跃辉、黄正、江华钦、郑海军、蒋太忠、

蒋小军、解天兵、李斌(0019)、赵友宏、李成志、赵耀、赵

容、李富韬、李红霞、李洪、李玲、赵启波、韩志刚、李荣、

安建龙、张宜、李勇(0296)、李有勇、张明东、李长春、梁

洁、梁鑫、张敏、廖晓宁、刘彬、张露、刘波(2434)、张卫

波、刘建(3719)、刘琪琳、刘冉、刘盛春、张峻华、刘晓丽、

刘艳(5304)、刘智立、罗斌、罗春艳、刘斌(0534)、罗虹、

张飞、张聪、罗松、罗巍、谢强、罗小平、罗志娇、吕波(6611)、

马福奎、马雪娜、泽但卓玛、缪磊、牟岗、庞博、岳小琳、

郑绍珉、蒲海林、袁野、卿小双、袁农、姚雪、叶凤玲、任

俏霖、邵宇、沈兴云、杨涛、史磊、赵盼阳、杨茂锋、杨平

洲、宋帅兵、孙文权、汤波、唐莉君、徐大孝、杨洪、万成、

万大林、万晓涛、汪建良、杨德、王丁龙、王何道、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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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王建春、王静(0641)、阳聪、王奎、王希、王林(6135)、

杨兴宇、王旭、魏昊琰、许亮、温龙秀、文俊、徐小梅、吴

本蓉、吴超、吴成伟、吴洪兴、吴厚满、吴素华、肖雪梅、

吴照军、肖翔、王德虎、陈刚(1372)、程旭、顾大华、胡友、

李达、李成斌、李丹、李念波、李权、李炫锋、李云龙、郭

峰、刘文、罗杰、罗胜、罗翔、米永超、彭望、窦智慧、邱

波、邱林、周晓荣、师洪昌、帅芳、宋柯、王科、王兰英、

张与苏、张萌、吴元波、谢丹、杨阳、游静、刘学利、舒朝

忠、钟伟、罗广尧、唐睿、严元、周建楠、范赛、胡旗显、

蔡其龙、李贤渊、赵江、彭谊、刘家林、张新耀等 202 人工

程师任职资格； 

纺织工程专业：肖小勤、张芸、任岸英等 3 人工程师任

职资格。

特此通知。 

   经济和信息化厅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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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