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人才〔2019〕3号

关于公布李锦豪等388位同志
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各人事代理单位、代理人员：
根据浙江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浙江省〈关于企事业单位评
聘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浙职改字〔1992〕 1
号）和《浙江省〈关于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的
实施意见的补充通知〉》（浙职改字〔1992〕 7号）有关精神，
经省人才市场审核，确定李锦豪等388位同志具有相应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现予以公布。
附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
浙江省人才市场
2019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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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
（388人）
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
(一)具有技术员任职资格(5名)
1.大学士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李锦豪
2.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徐洪华
3.杭州强隧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杨亚争 商艺锋
4.杭州库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朱伟锋
(二)具有四级美术设计任职资格(1名)
1.杭州市西湖区博雅职业培训学校:杨璐
(三)具有助理记者任职资格(4名)
1.浙江科技报社:王航飞
2.平安时报社:牛利成 赵越 郭蓉
(四)具有助理农艺师任职资格(2名)
1.浙江新世纪人才开发有限公司:颜鸿鹏
2.浙江立德产品技术有限公司:沈旭芳
(五)具有二级教师任职资格(25名)
1.浙江新世纪人才开发有限公司:葛玲华 周伟伟 葛海银 徐翠翠
王锦霞 毕敏兰 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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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市西湖区金太阳幼儿园:王伟燕 涂静 李晓丽
3.杭州东方中学:瞿德华
4.浙江师大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丁煜
5.杭州政兴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潘怡
6.杭州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张珍珍 李世燕
7.杭州求是高级中学:杨晶 赵微 李春雪
8.杭州市西湖区大大树幼儿园:余燕
9.杭州市江干区爱儿坊悦庭幼儿园:朱爱萍
10. 浙江康复医疗中心:陈杭燕
11. 杭州市西湖区育博幼儿园:翁银萍
12. 杭州绿城育华幼儿园:金聪颖
13. 杭州佳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徐晨 王媛媛
(六)具有四级演奏员任职资格(1名)
1.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任舒晗
(七)具有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319名)
1.杭州国美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方启迪
2.浙江省广播电视服务公司:孙琪
3.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博约分公司:许传磊
4.广州越秀地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蒋泽兴 焦傲峰
吴威 刘汉胜
5.杭州绿城风景园林设计有限公司:余宣平
6.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曹丽城
7.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程玉芳 居丽慧 李德金 罗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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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王一峰
9.杭州城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郑建华
10. 杭州江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杨武东
11. 杭州国思城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黄鹏翔
12. 杭州纵越测绘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李光超
13. 浙江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毛妍芸 刘宏玉 陶凯明
钟江豪 袁晓梅 周金淼 杨琦 丁一鸣 王玮 方航
14.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建筑景观设计分公司:聂浩
15. 浙江省方正校准有限公司:欧贞婷
16.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马荣东 沈冠杰 赵普勋
钟方域 王露斐 宋琳越 夏玲玲
17.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卓勋
18. 浙江广川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胡海杰 刘洋
19. 浙江中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吴怡炜 虞高锋 王飞霞
20. 浙江新世纪人才开发有限公司:张倩 熊璐璐 程雅静 王乐
王伟 田苗苗 杨斯妤 葛阳 王佳明 王月滢 马显汗 张远山
21.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曹华林 郦诚亮
章雄信 段新科 郑慧英
22. 杭州永济水利科技有限公司:车济杭
23. 杭州鲲腾建筑有限公司:杨亚红 黎羊羊 吴晓龙
24. 浙江绿城爱境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金宁豪 徐汉林 季禹
蒙娜 江晟旭
25. 浙江医药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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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杭州蓝城迅凯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李冉 韩淑娟
27.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姜浩 陈鹏羽
28. 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王琳
29. 浙江省商务人力资源交流服务中心:林晨鸷
30. 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孙凯军
31. 浙江绿城联合设计有限公司:朱伟哲 韩明超 周天彪 韦思和
32. 杭州森悦卉园林有限公司:汪婷
33.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王小良 钟凯宏
34. 浙江同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华紫惠
35. 温州翔达建筑承包有限公司驻杭州办事处:廖丹
36. 杭州利奇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蒋浩男
37. 浙江绿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周佰满
38. 浙江青坤东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颜盼盼
39. 杭州钱江浮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美英
40. 杭州新厦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陈才
41. 浙江开太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郁陈麒 余蒙 朱梦佳
42. 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陈军
43. 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宣屹颖 卞弢
44. 浙江天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李倩
45.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刘毅 马宏亮
46. 浙江省地产评估咨询中心有限公司:陈警
47. 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丁海一
48. 航天科工广信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楼翀彧华 郑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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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沈旭东
50.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夏珮羽 郑文静
高晓松 李运航 项帅
51. 浙江金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陆玲雪 王丽芳
52. 浙江东洲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王斌
53. 浙江古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谢万里 翁凌峰 余吉才 叶波
54. 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蒋招望
55. 浙江东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邵建敏 包彦欣 杨思兰
56. 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邵伟东 蒋志国 林清翔
57. 杭州强隧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蒲坤 严加文 姚小易
58. 浙江世贸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凌丽萍
59. 杭州典恩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潘佳威
60. 宁波埃特斯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唐思航
61. 美町宝植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周振
62. 浙江立德产品技术有限公司:杨康康 麻琳 钮杭明
63.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范勤波 林思羽
毕莹 王佳芬 裘坚 徐泽进 谢天晴 吴健 牛志强 周润亚
景世炼 全白羽 黄姝蔓 谢浩 吴琳 奚忠华 吕梦霞 胡燕 吴坪
赵文琪 丁坚 须鑫 金奕璇 俞海忠 程慧 徐凯琳 徐嘉攀
彭文文 杨竹青 王林富 段天袁 余麟
64. 浙江钱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罗晓东
65.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缪焕熊 胡婷
66. 浙江泛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赵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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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浙江中景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杨佳琪
68. 浙江华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徐小明 石凯凯
69. 杭州汉营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郭卿
70. 武汉华中科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水明丽
71. 浙江三角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许祥鹏
72. 浙江省建设工程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刘树旺
73. 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徐宏海 靳宁 索金成
74. 浙江同方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陈晨晨 雷旭雯
75. 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阙麟鹏
76. 杭州易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陆剑 朱丽玲
77. 杭州华正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翁佳杰 杨娇 潘如晶
78. 浙江中能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孟立婷 杨彬
79.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陈钢
80. 浙江新诚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蔡炫李 张妍
81.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吕航
82. 浙江中检海德标准技术有限公司:滕柏程
83. 大学士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杨祖峰
84. 浙江水专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谭西军
85. 杭州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尹晓琛
86. 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陈倩倩 尤杰
87. 浙江佳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蒋斌斌 李易豪 王洋洋
88. 浙江邦尼建筑检测有限公司:黄智海 邢得进 洪海 王雁冰
89. 浙江宝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胡树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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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浙江建院建筑规划设计院:盛欢 袁娜娜 徐昊栋 朱卓仑
91. 天地电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梁雨蒙 孙田
92. 浙江物产长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施长峰
93.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吕祯燮 杨凯强 姚汉勇
94. 浙江新中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朱杭毅
95. 浙江众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分公司:梁帆丰
96. 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周倩洁
97. 慧展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吕文佳
98. 浙江耀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其练 俞宇萍
99. 浙江远卓科技有限公司:林超 何令威 王政 陈婷婷 杨志兴
程树林 陈超
100. 杭州铭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曹银超
101. 浙江中技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姚振华
102. 浙江梵石建筑设计管理研究院有限公司:蔡怡文
103. 上海中鑫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娄绍鹏
104.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张剑火
105. 浙江浦源置业有限公司:赵笑笑
106. 浙江人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王海涛 刘方军 陈旭励 韦彦雷
107. 浙江新蓝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乔迁 陈思佳
108. 杭州欧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程雄
109. 杭州明道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丽帆 盛佳璐
110. 浙江交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丁玲
111. 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陈磊 季相鹏 王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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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浙江赛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翁智鑫
113. 杭州垚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孙瑶 孙俊
114. 浙江浙天运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黄国宝
115. 灵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余伟新 黄金贵 欧阳翠云 吴书阳
冯晗
116. 天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王小波 邵秀凤 李壮壮 瞿绪阔
吕玲翔 杨倩 董润进 蒋才有 周时洋 刘杰
117. 华诚博远（北京）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李嘉敏
118. 杭州九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夏成梦
119. 浙江广播电视发展总公司:邓远武
120. 浙江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余露晗 姚依虹 陈德闯
121. 上海东方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陈建辰
122. 浙江匀碧文物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诸蔚岚
123. 浙江中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杨凯锋 王君英
王传鸽 戴铭梁 汪伟 俞江峰
124. 浙江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龚路安
125.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邵华 马建莉
姚秋军 唐浩波
126. 天健（浙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陈琪 王鋆
127. 浙江中达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盛洁
128. 海宁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法挺
129. 浙江绿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施露盈
130. 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张璟雯 俞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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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浙江省燃气具和厨具厨电行业协会:卓烨昼
132. 杭州人文园林设计有限公司:张敬清
133. 浙江大地岩土勘察有限责任公司:赵学亮
134. 东元总合科技（杭州）有限公司:郑成伟
135. 浙江华云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石宇平
136. 浙江省华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杨炎美 秦佟
137. 浙江禾泽都林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杭州第一分公司:何宁
周浩 颜佳丽
138. 杭州天泰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钟志斌 卢佳玲
139. 杭州午人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李迪
140. 杭州大山艺景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项娇娇
141. 浙江德邻联合工程有限公司:陈红艳
142. 杭州德能科技有限公司:叶米华
143. 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舒晨
144.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季星辰 李淑华
145. 浙江中亚园林景观发展有限公司:王进
146. 浙江中智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周迪
147. 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郭而远
148.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朱毅超 柴超凡
(八)具有助理实验师任职资格(1名)
1.浙江新世纪人才开发有限公司: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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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
(一)具有一级教师任职资格(1名)
1.杭州求是高级中学:廖才鑫
(二)具有工程师任职资格(23名)
1.浙江新世纪人才开发有限公司:麻鸳鸳 金娟 郑嫣然
2.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田洪斌
3.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季铭
4.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蔡孙凯
5.浙江省土地登记规划咨询事务所:金宇洁
6.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程昊 王田田
卫炜
7.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蔡绿
8.杭州润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诚
9.诺基亚通信系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栾雅
睢先先 卢鹏飞
10. 浙江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黄超
11.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田堃
12.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蔡旭华
13.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陈洁
14. 浙江东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杨弘毅
15.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应彬 胡余挺
16. 百世物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代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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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助理研究员任职资格(3名)
1.浙江新世纪人才开发有限公司:牛小军 刘畅
2.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曹璇
(四)具有实验师任职资格(2名)
1.浙江新世纪人才开发有限公司:孔维月 艾秀峰
(五)具有三级导演任职资格(1名)
1.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丁璐

抄 送：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浙江省人才市场

2019年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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