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t

锡人社职〔2021〕 46号

∽ A
^ 局文件土

关于公布 2021年无锡市交通工程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人才服务中心,各有关单位 :

经无锡市交通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蔡惠

钧等 115人 已具备工程师资格,耿赢等 10人 已具备助理工程师

资格。上述人员的资格自2021年 11月 11起算,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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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名称姓名 工作单位序号

`工

程所人
蔡惠钧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曹 翔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曳程师
·

J'吕:乍 亻{j 宜兴市公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工程师陈洁 江苏路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陈志钢 无锡滨湖安达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戴红 江苏江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师邓博 江阴市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丁彦杰 宜兴市四方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师杜 娲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10 范界哗 江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工程师11 方 斌 江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方伟 宜兴市路通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12

工程师13 戈瑞俊 无锡公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无锡市正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14

工程师15 龚春玲 无锡太湖明珠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6 i=·i∶ ||j 江苏中设集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

,I噫 ∴站 工程师17

~上 干里丿币18 龚阳洋 江苏中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19 谷 强 无锡大诚建设有限公司

20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21 享阝9⒈ 江苏致信桥梁检测与维修加固有限公司

22 何智 无锡大诚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23 贺宇峰 江苏路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师24 胡安玮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5 华胜斌 江阴东南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26 Jrt亻世亻|j 江苏江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季哭洲 江苏江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姜超 宜兴市路通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28

29 .|钅 吐|∶ ||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30 蒋驰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31 蒋啸林 江阴市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32 蒋雨生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33 蒋振洲 宜兴市四方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34 居晨冲 江阴市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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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无锡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谷伟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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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鞠娟娟 无锡市兴隆船舶有限公司 HR|工胡I I
36 李冬 无锡市兴新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盯
睇 .坚 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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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李车干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梁桂春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勤''
39 林健 无锡宏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40 刘健 宜兴市路通交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41 刘连平 江阴市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42 刘 敏 无锡市兴新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师

刘文潇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44 刘银辉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工程师

45 陆亨力 江阴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工程师

46 陆盈 宜兴市路通交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47 吕亚东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48 马剑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49 马青 中南无锡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50 倪 勇 无锡大诚建设有限公司

51 潘甜甜

52 钱健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53 钱卫松 工程师

54 钱余佳 无锡市兴新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师

55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56 芮路瑶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57 余一鸣 江苏中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58 沈兵兵 江阴市暨阳道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江苏江阴港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59 沈嘉

沈三勤 宜兴市公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师61 沈文君 江苏中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62 孙丽超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孙梦杰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63

工程师64 孙培益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65 汤敏霞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陶渊 江阴市暨阳道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66

工程师67 田聪 无锡公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68 屠运欣 宜兴市路通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锡太湖明珠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69 王彬彬

70 王超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71 王法诗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2 王锦聪 无锡市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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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

江苏中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任力萍

60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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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l币工 珏 无锡宏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
¨
吞剜f山′

=
王立平 宜兴市路通交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74

、拂秘百川~王 宁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75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检测有限公司 ia匝~J'76 王胜超

工程师77 王莹飞 无锡红旗船厂有限公司

王治锋 无锡大诚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78

工程师79 温卓盛 江苏路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吴斌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师81 吴春晓 江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l∶ 程师82
`· `=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83 JI|1.· 1。 宜兴市四方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84 吴一凡

工程师85 武春平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86 ·! 无锡东方船研高性能船艇工程有限公司

87 i!ii·
li 江苏路通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

88 江阴市暨阳道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徐珊 宜兴市四方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师90 徐云飞 宜兴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91 · ∷
′ |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92 许鹏飞 工程师

93 宜兴市公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颜彬彬 工程师

工程师95 颜 良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6 杨天骄 无锡市兴新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师

97 姚煜陈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98 郁学鸣 江阴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工程师

99 张传勇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0 张东9|· 工程师

张会刚 工程师101 江苏中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lO2 张成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3 张兴明 无锡宏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4 张 艳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干呈丿币

张志婷 工程师

106 赵卫 无锡红旗船厂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7 赵 明 江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工程师

lO8 周钧 无锡公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9 周荣飞 江阴市暨阳道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II0 朱红伟 江苏中设集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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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80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修金花

89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4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乾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5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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轵 .工111 朱凌其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π
任腥晒m艹l12 朱小娟 无锡政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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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庄映兰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4
e.宀
不 叹 江苏中设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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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l15 +=曰  曰
石】二日日日日 无锡市兴新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l16 耿赢 宜兴市四方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l17 助理工程师

l18 黄卫琴 宜兴市公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l19 季翔 宜兴市公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I20 潘婧 宜兴市四方公路养护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21 徐成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122 薛群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周前列 宜兴市公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123

助理工程师124 周仲杰 宜兴市路通交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25 宗珂霁 宜兴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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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圣洁 无锡市兴新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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