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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经信职改办〔2021〕51 号 

关于同意艾勇等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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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能源电力专业：艾勇、熊艳娇、白超、白程焕、黄渝、

唐玉明、白孝飞、白宇、王方俊、卜发洲、吴博、许明凤、

蔡冬梅、蔡红祥、蔡金洋、蔡礼、蔡利辉、蔡玲、蔡青、左

鹏、朱天成、曾超、左立、曾复文、曾杰、曾俊清、邹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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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琪轩、曾强、邹诗华、曾顺利、曾艳、曾燕、曾谊娇、曾

勇(3116)、曾勇(1270)、常超、陈安康、陈本思、邹亮、陈

波、邹军、宋婷婷、陈超然、卓红、陈冲、陈春容、陈方正、

陈飞、陈怀群、陈吉、卓必林、陈家琳、陈建波、陈建名、

庄昌建、祝林、陈均林、朱章菊、陈俊宏、陈柯、朱颜刚、

朱琼芳、陈隆强、陈茂、朱洛斯、陈思达、陈维群、朱莉、

陈希勇、陈曦媛、陈相州、陈心和、陈心良、朱军、朱丹、

周正军、周雨、周游清、陈云华、陈再兴、陈长志、陈真剑、

陈忠均、成本秀、程昌慧、周勇刚 、程建、周永清、周毅、

程维毅、范刚刚、淳亮、周翌、周焱、崔莉、崔熙、周星、

代林、代蔚、代志强、代宗军、周小军、周山、周蕤、邓国

辉、周巧、周平刚、邓菊香、邓岚、邓黎、邓敏、邓明勇、

邓启建、邓琴、邓仕霞、周梅、周克彬、邓晓蓉、邓雪冰、

周静、周洪力、丁霄、周国富、丁渝鹏、丁宇、丁云果、周

国春、董海、董娟、董辽飞、董小林、窦强、杜大海、周光

平、杜俊宏、杜开钰、杜柯、周刚、杜明(0859)、杜明(2419)、

杜强、杜天正、杜文冰、杜文秀、杜小敏、杜友兵、杜云该、

周波、杜中强、仲翔、樊贵军、钟永俊、范后为、范松、范

小刚、范晓鹏、范艳、钟永冬、方鑫、钟建(2376)、方志桥、

丰雪、钟皓、冯春梅、冯建平、王锋、冯锐、冯廷照、钟国

原、钟达、付强、付祥晏、付学会、付元涛、甘柏英、高超、

郑志和、郑毅、高仁宇、高燕、高艺珉、杜华、郑珂麟、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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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波、龚容、龚涛、龚治、苟春波、苟坤、苟忠凯、古成、

郑江、官兴、郑环锦、郭风、郭凤芸、郑鸿、郑德军、郑德

刚、郭雄宇、郭元静、郭宗芬、韩军科、赵中华、何彬、赵

珍霞、赵晓芳、赵伟、何金祥、何劲锋、何京桓、赵勤、赵

埔、何奎、何丽、何明才、赵鹏、何鹏(7819)、何强、何芮、

赵曼、何婷、何文艺、何显兵、赵健明、何小舟 、何晓妮、

何艳玲、何垚、何毅、何友兵、何宇、何玉清、赵洪彬、何

智、赵飞、杨民、贺凯、贺丽、张子建、任泓刚、贺玉雪、

衡杰、罗先容、洪佳、张镇雨、崔铮、胡春、胡德文、张真、

胡国波、胡红艳、胡珂、胡磊、胡启庆、胡庆梅、张云、张

悦、胡万红、胡英、胡远林、吴横、黄斌、黄川、张宇锋、

张渊、黄辉、黄建(6218)、黄建辉、黄凯、黄奎林、黄磊(031X)、

黄亮、张裔、张燕、黄敏(0024)、张雄、黄秋宇、张晓江、

黄孝林、黄艺、黄毅、黄寅、黄勇(061X)、张先均、黄宇、

黄长洪、张维维、黄中学、张恬、季波、张思齐、贾春霞、

贾小青、贾欣、贾增科、简超、简海泉、简智攀、江才源、

江成文、江红、江俊成、张说、江文龙、张胜、姜良鹏、蒋

波(8311)、张强(4557)、蒋冬、张利萍、蒋杰、张昆、蒋林、

张坤林、张凯、张俊、张洁、焦俊、焦文良、揭定军、景斌、

张节佳、康棣、蒋开宝、康建军(3493)、康曦、亢文娟、柯

尊光、匡渊、张家兴、赖春秀、赖静、张佳、赖宇、雷本成、

雷华俊、雷耀、雷永根、黎华琼、黎晴、张芙蓉、张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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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张发洲、李超、张顶先、李成伟、李诚佳、李春、王

淼、李丹(0220)、张翠碧、李多俊、李飞、李飞扬、李芬、

孙志坤、李奉莲、张策、李富忠、李刚(5270)、李光全、李

贵强(7155)、李贵强(1153)、李宏春、李吉平、李家力、李

嘉辉、李见东、李建强、李静(3422)、张波、詹丽、李雷雷、

昝绍东、昝建锋、岳冰成、袁竹、袁精蔚、袁高峰、李茂兰、

喻笛、李培玉、李鹏、余文英、余伟、李强(0317)、李强(0032)、

李强(2532)、李巧丽、李尚凯、余劲、余建、余昌勇、李桃

军、李伟(111X)、李伟(1515)、李文华、李文龙、 李汶泽、

李小川、李晓东、李晓燕(0283)、李昕桐、李兴平、李亚男、

李砚海、李燕茹、李阳(2270)、李阳(8191)、游楠、尹志兵、

李义勇、尹文定、李银鹏、李付堂、李勇、李尤、李玉花、

尹浩锦、李元、姜军军、尹春琳、李长东、尹楚川、易智丽、

李著文、厉金明、梁兵、梁飞虎、易晓剑、梁国英、梁海、

梁恒、梁凯、梁鹏、弋戈、叶熙、梁晔、叶伟林、叶丹、廖

炯阳、廖洋、廖跃青、林聪、林国红、廖常胜、林瑞英、林

霞、林永富、蔺华海、凌聪、凌小冬、刘波、刘超、姚玉娟、

刘大春、刘方镝、刘汉纲、姚雨庭、姚建辉、刘宏、周雪、

刘继生、刘佳(0615)、黄麟强、刘江(0436)、姚斌、刘杰(217X)、

刘金龙、杨宗华、刘黎、刘丽军、刘莉、刘良涌、杨忠波、

刘明阳、杨智勇、刘乾福、刘倩、杨正宗、刘锐、刘生菊、

杨再波、刘述均、刘太峰、刘弢、刘庭森、刘伟林、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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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梅、杨宇希、刘叶、刘烨、刘翼、杨洋(1033)、刘英、

杨洋(0630)、刘勇(8771)、刘勇(2295)、刘云娟、柳林、杨

艳、龙诚、龙赴江、龙建、龙群、王春来、杨晓林、卢世友、

陆建国、陆捷、罗波(0033)、罗波(4477)、杨维彬、罗春梅、

罗德洪、罗德香、杨万书、罗峰、罗海平、罗虎林、张伟、

罗坤林、白思稼、罗平安、杨琼、罗谦、杨倩、刘红超、谢

永平、罗声雨、罗婷、杨明勇、杨懋、罗晓明、杨龙伟、罗

雄、杨磊、许贵银、罗玉敏、罗玉平、罗志刚、杨静(4030)、

骆水萍、杨静(3004)、吕志成、杨杰、马飞文、马慧、马奎

兴、马亮、马林志、杨建伟、马年、马勤群、杨计育、杨华

玲、杨涵宇、马友锋、马长春、杨桂成、杨光华、蒲斌斌、

毛伟、毛宇、梅玲、孟林、米俊名、米奇、杨光、莫军章、

莫宁坤、莫鹏、杨方旭、牟云刚、倪上晶、杨帆、宁国军、

欧俊昆、杨丹瑕、杨丹(6026)、张凯词、杨崇高、潘昕、杨

澄宙、庞海燕、庞燕、彭钢、彭洪宝、杨超(0010)、彭静、

彭开根、彭凯、彭迈、彭琪琪、彭淑芳、晏玉辉、彭晓梅、

彭孝云、晏书平、彭云开、颜智、蒲东清、颜勇、蒲泓升、

蒲杰、颜烨锡、蒲莉、蒲珊、蒲燕、颜诗云、漆海英、漆正

波、颜强、鄢铁军、秦建勇、鄢强、薛梅、秦玺美、秦子健、

青晓英、卿佑芳、邱崇杰、邱军、邱林金、邱荣华、邱西、

邱杨、屈易、瞿庆海、许聪、冉进明、冉文杰、饶卫东、任

毕高、徐智巍、徐学江、任明灿、徐小梅、彭涛、徐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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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百通、申雨巍、沈力君、沈秋华、盛嘉旭、石峻林、徐凯、

徐娟、舒玉兰、宋代平、王海、宋敏、宋涛、徐丹、徐超、

宋泽远、苏斌、苏峻、徐爱军、孙江华、胥诗雪、孙滔、孙

毅、胥生伟、孙勇、胥家非、覃洪春、谭东、谭芬莲、谭浪、

熊倩、谭锐、谭仕洪、谭素英、谭显世、谭永春、谭永福、

谢长虹、谢宇、谢先治、唐波、谢腾飞、唐德龙、唐凤英、

唐国勇、谢启建、唐建、唐进、唐军、刘好文、谢鹏、唐岚、

谢良升、唐鹏、唐天明、唐薇、邓蔚、唐银、唐永康、唐玉

梅、唐政、唐浩霖、郭天毅、谢荒野、谢赫、滕丽、田传彬、

田谷丰、田虎、田嘉睿、田杰、田彭、谢飞、田世辉、田文

波、谢春萍、涂俊翔、邹春、万高伟、万建英、汪兵、汪国

林、刘小华、汪小明、肖中、肖旭阳、王碧宇、王勃、王灿

灿、王昌华、王成英、王成勇、王春鸿、肖晓、王大贵、王

道川、肖思路、王东、肖韧、王光亮、王桂兰、王国任、王

海均、王号、王红、王继健、肖敏(6643)、肖敏(5113)、王

俭、肖亮、王俊(1319)、王可贵、王奎(7611)、王奎(5535)、

王奎(4531)、肖建华、王黎明、王丽(3340)、王莉、王亮(1913)、

王亮(9319)、王亮(1432)、杜金蓉、王鹏(3455)、肖刚、王

璞、王强、肖菲、肖翠平、肖波、王胜利、向钰、王帅(1033)、

向清松、王涛、向琳、向华、夏云辉、王祥、王潇、王小波、

王小君、王小林、王晓琼、王孝、王新龙、王兴、陈必翀、

王学维、王廷国、王燕群、陈亚丽、王永强、吕函聪、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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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王禹、王御然、陈伟(9395)、汪瑶、王兆军、尹华川、

王正萍、王正悦、唐凯、张敏、夏洋、魏程旭、魏爽、魏星、

温雪勇、夏杰涛、文欢、文佳雨、文能谷、夏福林、翁艺萍、

伍艺、吴兵、吴波、吴志麒、吴厚邻、吴晶、吴雨恒、吴娟、

吴凯、吴科锐、吴敏、吴琼、吴祥、吴小东、何珂、敖富玉、

罗嘉诚、白元宝、步凡、蔡波、张维、曹健伟、曾丹贝、曾

礼惠、陈财民、陈家军、陈建萍、陈俊、曾荣、黄正超、陈

茜、陈艳琼、齐兴旺、陈雪、陈一逢、毛超、叶树博、崔建

伟、徐松、戴姣红、邓灿、吴月娥、邓慧、邓小武、丁明珠、

潘超、范志军、符桃容、刘全、余航利、高云祥、罗琦、毛

怀海、郭仁、郝贤、何佳航、李黎、康建军(2092)、牟龙、

何明清、许杨、何小琴、程攀、贺红、贺家俐、贺利强、史

运强、洪宇、黄勇(5711)、胡守乙、胡爽、黄彬、黄凤英、

黄敏(0327)、侯云华、江林芝、蒋灌概、蒋平、杨寒云、廖

光阳、景晓丹、邝莎、蒋钏、李凯霞、李兵、李波、李波江、

李丹(0711)、李琳、李凌飞、李明贤、李萍、向朝富、李淑

琼、李双含、朱雪锋、李漪、王鑫(4538)、唐军华、李月升、

吴文刚、徐玮、梁燕、张艳妮、刘江(0437)、刘杰(2812)、

刘九洋、刘敏、刘舒婷、杨川、刘颖、卢航、卢青、罗浩、

罗德钊、潘科委、罗乔琴、田媛媛、马铁锁、许愿、李龙、

马陈波、段诚、唐翠微、马艳、文毕、潘钢、潘雪、彭剑、

杨斌权、蒲溢彬、钱小霞、秦龙、秦梅、冉恒、张磊(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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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程程、丁毅、石山桃、张寒晖、孙梦、谭莉、汤明、唐林、

陶淘、田萍、宋涛松、宛遵、汪治江、王帝发、王芳、李芬

芳、王捷、李军德、王荣、王瑞洪、王世容、王素君、王婷、

冀艳梅、王鹏(2617)、王英、王妤婷、王雨、王蕴杰、王志

英、蔚博、吴芊、吴铁军、吴玉超、夏冬梅、张玉凤、向开

洪、向晓嫚、肖代富、杜长柳、陶诗江、谢扬建、熊焕琴、

徐成雷、徐泾、吴静、吴鹏、徐阳、许源清、严潇、颜明琴、

韦志鹏、阳松成、杨波(575X)、杨朝霞、杨丹(0265)、谢迪、

杨健、杨祥龙、杨益、杨瑜加、叶红霞、邓春容、易绍均、

李毅、倪霜、于艳、汤辉、汤瑞、袁涵、袁红娟、袁磊、王

佳(4022)、赖余霞、王哲、张杰、张蕾、张小兵、马新力、

张晓章、李超勇、余洋、梁刚、杨安琪、常艳、罗成、郑娅

耘、钟顺东、贺先建、左九长、周强、毛军、高英、宋慧、

闵浩、唐俊、尹容、姚迪、罗庆高、罗怡凡、罗燃、申文、

王再琼、徐小建、蒋怡雪、李源心、陶庆丽、汪建丽、李志

彬、郭中川、祝钏、杨科、赵德慧、周攀、刁显男、陈诚、

王兰、杨晓雪、潘科帆、王文杰、龙昌毅、唐鑫、罗庆容、

冯磊、侯敏、蒋南峰、余舟、刘基燕、杨佳伟、张春秀、章

忠利、汪建超、李雅琪、李春梅、罗俊、汪墨宣、蒲坤、张

月翠、肖纪国、谢川、罗慧莉、唐中、张艺凡等 1099 人工

程师任职资格；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艾平、白林、古文婷、包斯阳、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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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东、边绍恒、秦业伟、蔡银、操越、曹琳、曾丹、曾伟、

周秦彬、曾勇(051X)、柴树涛、邹勇、陈超(6614)、陈超(0032)、

陈成(3719)、陈成(1218)、陈春建、陈德玲、陈刚、陈浩、

陈红、陈虎、陈建、邹阳、陈俊全、陈俊宇、陈来鑫、陈龙、

陈敏、陈明星、陈蓬春、陈锐、陈润、陈锡建、陈先伟、陈

新华、邹宣、陈意彬、陈银群、陈玉、陈泽玉、陈喆、崔南

疆、代强、邓林岭、邓鹏、邓少成、邓熙于、邓小浪、邓兴

江、邓谊樱、邓玉婷、邹昆、刁春琳、丁杰、丁力、董庆、

董兴斌、杜冰、杜凯、杜婷、杜漾波、段军、段敏、段毅、

樊忠、范杰、周莉、祝晓波、方洲、房文华、冯伟、付一丁、

付友洪、龚铭、勾成波、苟海军、苟林波、苟思思、辜建超、

郭国玉、郭雷、郭丽、郭强、郭少为、朱佐祥、韩波、韩凯

云、韩涛、韩晓曼、朱志强、何佳梅、朱泳霖、何娟、朱昆

山、何力、何平、何世红、何文军、何学彦、何元敏、贺宇

斌、洪森、侯建川、胡成霞、胡瀚文、胡皓、胡杰、胡军、

胡开虹、胡鹏、朱俊、胡杨、胡洋、黄晨炜、黄承圆、黄建

(3734)、黄磊(055X)、黄明敦、黄旭浩、黄钰华、黄泽芳、

江伟、蒋波(0018)、蒋刚政、蒋庆军、蒋小萍、蒋正伟、周

占伟、周永斌、寇小红、赖籍娴、雷璠、周弈、黎飞谍、李

骜、李大川、周扬洪、李郭俊杰、李鸿钊、周霞、李欢欢、

周希、李嘉豪、李健、李江、李京朋、李静(0082)、李锴、

周琪、李林周、李玲玉、李芦峰、李茂森、周礼宾、李敏(3269)、



10 
 

周磊、李培昌、李树鑫、李天伟、李万华、李伟(7095)、李

伟鑫、李汶坪、李秀琴、李旭、李阳阳、李熠、李悦、李芸、

李炤均、李正茂、李卓星、梁赤明、梁登飞、梁莉、周洪旭、

廖家松、廖翎谕、廖强、廖云华、廖中君、林莉、林亮、钟

震、林秋吉、林群鸿、凌波、钟孝波、刘彬、刘彬如、刘成

宣、刘聪、钟会、钟杰、刘峰、刘桂君、钟挥、刘辉、刘继

阳、刘佳欣、刘坚、刘建、刘建川、刘建辉、刘娇、刘杰(4076)、

刘杰(6494)、刘杰(1914)、刘锦昌、刘静、钟洪华、刘茂林、

刘明涛、刘谋嫦、刘娜、刘仁果、刘绍军、刘通、刘小琴、

刘晓萍、刘尧、刘英楚、刘应华、刘应伟、刘宇、刘宇翔、

刘峪江、刘泽民、刘稚枫、钟超(3914)、龙彩云、龙科、龙

庆勇、卢晨、鲁琼莲、罗超、钟超(7543)、罗德强、罗洪东、

罗杰、罗述军、罗伟、罗阳春、罗阳全、郑锐、吕铭、马千

恩、马秀菊、马政海、毛德柱、梅领、梅中全、明上钦、莫

钦鸿、莫志兴、牟超宇、牟军、牟星宇、倪衡、郑渠、聂方

华、聂青、聂熙、宁皓、牛立清、欧亮、潘虹、潘洪艳、郑

年巧、庞军、裴桉、裴刚、彭光、彭礼申、彭茂、彭尚炜、

彭胜勇、蒲刚、蒲孟斌、竹正雄、赵运、冉波、赵新桃、赵

晓琴、任金城、佘忠伟、沈力、沈希曦、沈晏玮、舒国强、

舒晓、赵韬、帅希梅、司玲英、宋国华、宋天学、宋伟、苏

亮、苏伟、孙春华、孙刚、孙汉、孙云川、覃奇、谭勇、谭

正、唐超、唐驰、唐峰、唐鸿、赵平、唐堂、唐娅、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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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兴龙、赵培、涂军、汪秉言、汪海荣 、汪顺、王斌、王

超蓝、张玉、王聪、王丹、王飞、王海林、王浩(471X)、王

浩(4611)、王洪媛、赵念军、王立攀、王炼、王攀、王盼、

赵明英、王茜、王仁良、王仕杰、王姝、王帅(0712)、王旭

辉、王璇、赵柯、王沿灿、王瑜、王玉平、王元君、卫国松、

魏巍、魏伟、文富余、文豪、吴彩云、赵纪鑫、吴凡、吴柳、

张政辉、吴同霞、吴永胜、伍家伟、伍磊、伍鑫海、奚博士、

张允、夏军、夏潘荣、夏添、夏晓慧、夏滢、向传强、向明

君、向晓甜、向焱、肖建、张毅(581X)、张毅(0219)、肖遥、

谢彬、张杨、谢君龙、张燕鹏、谢万利、谢骁、谢义戈、谢

中太、熊承、熊亮、胥嘉、徐国平、徐茳、徐世立、徐涛、

吴双、徐银森、张亚平、许罗啸、许涛、张歆文、薛原、严

秦、晏杨东、杨彬、杨兵、杨超(2818)、杨东、杨凤兰、张

笑梅、杨浩、杨红、杨红超、杨鸿翼、杨华竹、杨佳、杨家

辉、杨洁、杨俊、杨雷、杨力、杨明昕、杨顺伟、杨涛、杨

万明、杨文涛、杨夏、张文进、杨勇、杨于超、杨正员、姚

坤名、姚年、叶建勋、叶敏、叶松、易小洪、雍华侨、游秦

耀、游先强、余富波、余利、余萍萍、袁东、袁浩、袁洪中、

袁加洪、张林、袁业峰、张刘寅、岳艺彬、詹凯、张楚浩、

张川茜、张聪、张发兴、张明、张华、张建、张建江、张建

平、张娇、张晶晶、张坤、张磊(2359)、赵骏霖、张鹏、张

文锋、张山、张涛、张强(1915)、张拓、钟欢、周迎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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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帅文静、谢德芝、方霞、蔡盛兰、康龙、刘柏通、李

刚(0031)、甄华伟、陈久奎、李伙文、梁榆栋、李廓、夏成

伟、张甫虎、王杰民、雷辉灿、肖欣、吕磊、吴春美、张少

君、杨杨、邓忠、潘召军、陈玉梅、王成佳、徐闫秋子、刘

丹亮、杨国睿、曾新媚、何婧、晋柯、谢茂恒、唐娟、王培

屹、龙波、许利恒、刘娟、袁军、肖然、屈美慧、何军、任

海波、李梅、林琪、郭姝绉、原小卫、倪瑞、何辉、田野、

王亚波、李娜、刘煦阳、郭亚静、刘先勇、陈亚亮、徐传中、

刘海洋、钟委等 536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材料工程专业：白锋、包福东、张伟东、陈伟(9413)、

陈文生、陈武双、代文琦、丁鹏、杜帆、张誉川、符全文、

朱华锋、赵服杉、古际玲、郭永刚、何泓欣、何锐、何宣友、

赵建华、胡骏、胡林、胡应有、皇甫方山、黄刚、康将军、

乐昌钱、黎华军、黎兴鸿、李成勇、袁涛、李剑、李盛、赵

雪、李伟(7058)、李阳(2457)、李玉梅、廖武杰、林礼鑫、

刘刚、刘家麟、刘军、张进、罗伟铭、马飞、孟霄、牟耿睿、

欧阳寿林、潘林焱、皮洪梅、蒲思臣、卿晨、任莉红、施艳、

谭程翰、汤书娜、郑佳、唐琪、汪杰、李立强、王和平、王

俊(1175)、王述禹、王爽、王泽明、王泽源、吴起航、向文

均、肖建忠、肖奇峰、葛满仓、谢思懿、张健鹏、徐应杰、

许娟、杨建波、杨建华、杨敏、姚美莎、叶成、易小兰、殷

春琼、殷春燕、殷开顺、袁文波、张春桃、李涛、张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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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等 88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市场技术监督工程专业：曹强富、曹曦、周睿、周鹏、

陈建文、陈杰、刘衡、杨长武、郑晓波、董志兵、都丽君、

杜剑、赵慧娣、冯珊、冯正蓉、付云尧、张阅、苟海龙、张

小红、何燊、张龙、贺祖俊、侯舜、张理建、张光全、胡朝

刚、袁艳、张昌有、袁芳、余金康、黄运、杨应斌、易成林、

康俊、黎官怀、李虎、向林、徐强、许能、李小英、林彬、

鲜鹏安、林正权、吴琦、刘涛、刘炎燃、龙明军、卢剑、温

云、倪燕、王学全、戚玉霞、王绍君、邱俊、沈雄亚、沈忠

强、王佳(1524)、宋玉兰、铁波、曾睿、董永超、范宏伟、

龚皓、何鹏(4275)、李琬箐、胡超、林河、张雯晶、黄俊、

黄小林、季仁友、侯晓东、虞熙娅、查正兵、李敏(2625)、

张玉梅、聂文婷、邱结梅、王玉、王璘、王丽(4428)、罗海

勇、余征声、赵成令、陶文宽等 85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地质勘察工程专业：蔡龙、曹小平、陈家翔、谢丽琴、

陈敬、陈伟(0214)、袁春梅、陈显海、陈悦秀、陈志军、王

小康、刘丹丹、段振盛、冯仁江、付慧姝、干洪、高寒、龚

秀华、龚益权、苟斌、杨兆川、何勇、杨杜娟、胡扬军、黄

海旭、黄佳艺、黄静、朱俊霖、黄君、黄韬、周凡、姜雪、

周约宏、王兴富、旷志国、雷湖林、雷晓斌、李斌、李春兰、

李德华、李冬、李飞龙、李吉勋、王菊、赵宗文、李强(801X)、

李晓燕(3435)、李新华、赵州祥、梁超、王浩(0014)、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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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云明、林礼权、刘东亮、刘洪林、覃家龙、罗兴明、赵毅、

刘志珍、刘子立、赵娜、龙森、路晋莉、罗虎、罗理平、赵

靖、罗云、左任明、梅杰、杨凛、杨礼、庞俊琪、庞善尹、

彭元、乔喜旦、任东、张志键、杨进、沈伟新、张晓丹、施

超平、石虎、叶涛、宋丽、宋宇、苏虹元、粟勇、张小琴、

谭建春、张霞、唐华、杨超(1053)、唐坤、杨波(0018)、滕

红军、王刚、张仕雄、张娜、王浩(5872)、王建华、张穆哲、

王黎、王莎、王位凯、王文武、王鑫(6414)、张健、王映书、

王祖强、张东洋、文浩、吴聪、吴玲、吴滢波、岳国文、夏

静、夏文俊、肖嶙峰、肖毅、谢发明、谢锦、于鹏、叶伟、

许文培、许云全、涂君、蒲春梅、沈家义等 129 人工程师任

职资格； 

轻工工程专业：张成、陈良、程朝、冯大辉、甘铮、韩

荣伟、戢志鑫、蒋天经、李崇超、李凡、李光友、岳启楼、

刘小艳、彭韫璇、邱涛、任泽一、唐宏、唐旺、张浩然、吴

治材、伍良玉、徐华、袁孟清等 23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煤矿工程专业：蔡佳成、邓鸿友、邓阳春、杜服勇、段

绪平、顾勇万、贾川、李国庆、李进、李茂华、李仕明、林

忠文、刘佳(0313)、张再清、刘勇(0235)、刘长玖、柳汝莲、

卢玉波、罗鹏、罗通前、母林斌、冉川、沈铷杨、张承、刘

泳、杨静刚、张云辉、於晓辰、杨银军、杨学鹏、刘立辉、

宋建华等 32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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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程专业：唐宁、吴晓辉、熊健松、钟建(3211)、

周枳岍、谢述勇、徐磊等 7 人工程师任职资格。 

重名人员以身份证后四位号码予以区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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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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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