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京  机  械  工  程  学  会  文  件 
 

宁机学会〔2020〕019 号 

                                         

                                     

关于公布钱骏宸等 101 名同志具备 

    初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

好我市初、中级职称初定工作的通知》（宁职称办〔2018〕

26 号）文件精神，经南京机械工程学会初定审核，南京市职

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现公布钱骏宸等

101 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 

南京市 2020 年机械工程初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共印 4 份 

 



 

2020 年南京市机械工程学会                                          

初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系列名称 

南京市人社局    

行文文号 

1 钱骏宸 
博源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工程-国土资源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1号 

2 李晓娜 佳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3 徐志村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研究院 
工程-轻工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4 蔡  艳 江苏苏鹰人才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5 蒋  伟 江苏苏鹰人才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6 辛  婷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7 李  政 
南京光声超构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8 周欣科 南京九拓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9 唐  兵 南京雷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0 孙  娜 南京粒子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1 高  强 南京谱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2 段  然 
南京滕生能源互联网科技     

有限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3 汪  远 
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有限公

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4 卢培业 南京知行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5 钱途 
南京智辉源电力工程设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6 吴杨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7 葛永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8 刘双虎 
南京中盛铁路车辆配件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19 孙健明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2号 

20 高  浩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            

江苏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1 单文泽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2 祝  叶 
光大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3 金毅然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4 张  才 江苏领航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5 徐  丹 江苏龙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电力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6 张  俊 
江苏省地质隧道与地下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7 李建国 江苏省外事服务中心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8 林  康 
南京博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29 孟珊珊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0 肖星星 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1 谢  勇 南京孚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2 张  军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3 刘  取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4 颜钟爱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5 邓  坤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6 张  晋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7 朱红伟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8 王  颖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39 屈金哲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0 赵恩乐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1 张绿野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2 杜晓霞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3 贾文婷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4 蒋婷婷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5 赵德鑫 南京高精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6 卜  岳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7 王  伟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8 朱龙杰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49 许若震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0 王雪丰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1 李彦晨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2 郑  青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3 王欣欢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4 冯  艳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5 张展耀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6 王  凯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7 肖  坡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8 丁文祥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59 金乾进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0 王怡祖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1 李天超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2 管晓静 
南京国电南自软件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3 娄家佳 南京辉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4 郭彦龙 南京加诺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5 汤鹏杰 
南京金创有色金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6 贾丹丹 
南京久鼎制冷空调设备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7 陈学兰 南京开沃重工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8 张冬冬 
南京凯盛开能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69 夏  炎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0 张敏华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1 柴立超 
南京迈特尔热加工技术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2 周  隐 南京南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3 张凡成 
南京欧米麦克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4 兰  阳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5 叶昊宇 南京威孚金宁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6 王同银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7 薛  彪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8 刘赛赛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79 孙亿民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80 赵廉健 
苏世博（南京）减振系统   有

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81 高俊庭 苏世博（南京）减振系统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有限公司 

82 宋  军 
夏普电子研发（南京）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83 蔡  森 
中船重工鹏力(南京)超低温

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84 王  玥 
中船重工鹏力(南京)超低温

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85 王  猛 
中通服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3号 

86 潘文杰 
江苏基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分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87 白  根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88 陈  晨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89 李  洁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0 陆建花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1 王佳艳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2 杨模尖 南京航达超控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3 黄  河 
南京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4 翁  璇 
南京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5 张  臣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6 陈  蓉 
南京尚吉增材制造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7 付  杰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8 李文哲 
南京祥德壕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建设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99 熊细凯 
上海外服江苏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100 安  硕 
苏世博（南京）减振系统            

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101 莫骏韬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南京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师 宁职称办〔2020〕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