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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伤易i
锡人社职〔2022〕 2号

关于公布 2021年 12月 无锡市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市 (县
)、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市

各有关单位 :

按初定要求,经考核合格 ,认定张怡等 125人 已具备工程师

专业技术资格,认定龚志成等 9人 已具备助理研究员专业技术资

格认定蒋瑜等 5人 已具备工艺美术师专业技术资格,认定曹欢等

4人 已具各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刘杰等3人 已具备馆员专

业技术资格,认定王小燕等 2人 已具各三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 ,

认定宋芄圭等 2人 已具各农艺师专业技术资格,认定未敏凤已具

各讲师专业技术资格,认定肖林焱已具备主管中药师专业技术资

1.



格,认定李泽锋已具备实验师专业技术资格,认定恽羽芩已具备

编辑专业技术资格 ,认定潘敏杰已具备记者专业技术资格 ,认定

包时灵已具各三级美术师专业技术资格。以上共 156名 专业技术

人员名单附后,现予公布,上述人员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时间

自2021年 12月 20日 起算。

附件:初定通过人员名单

无锡 障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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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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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定通过人员名单
工作单位 溏

r
r
r

筲■L
v
<
口

.
张怡 江苏德关科化工有限公司 1咖王r鲕Ⅱ 念

资

汪ttllt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X群硼勒;脚替
陆龙飞 无锡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辽蛋if‘J'
王晓峰 伊格尔密封研发 (无锡 )有限公司 工程师

月敏氵L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蒋逸飞 布勒 (无锡)商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
Ⅱ
Ⅲ” 无锡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工程师

樊世芳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江苏亚威创科源激光装备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 i01·il 菲尼萨光电通讯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师

ll 陈莉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 (中 国)有限公司 工程师

12 荬 |IR|Ill 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 朱泳 无锡建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ll 卡勿氵壹J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工程师

15 刘相龙 江苏滨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16 无锡极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17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呈丿币

18 陆何炜 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 工程师

19 工苏 无锡海特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山东华熙海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工程师

21 董艳 膊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E程丿币

伞 阳 华虹半导体 (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师

2|; 张伟平 山东华熙海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 程师

21 工琳 菲尼萨光电通讯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 -li程 师

25 周德志 无锡市前程包装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26 叶彩萍 南京诺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 工程师

27 中龙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程丿币

28 许杏花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工程师

29 胡哲 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工程师

30 封 岑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工程师

31 沈 烨 中船重工奥蓝托无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32 田商双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程 J||i

3(⒊ 糜怡 I礻 l

无锡市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无锡市药品检

验所 )

工程师

3

附件

序号 姓名

]∶ 腥师

工程师



资格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刘宇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马

碍皿艹Ln34

`:li皇

卧丁′|J35 关阝刂̀伟 滁州金桥德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36 过云川 无锡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工.浪”L-口
'‘

李超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37

无锡标准空间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38 郭梦阳

工程师39 郭振斌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J心 与1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 工程师

41 李静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每2 江苏三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师43 j|:/·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工程师41 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43 束伟鑫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工程师

.16 】⒋荣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 无锡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li∶ 1.

48 韩伟 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师

1U 中机试验装备 (江苏)有限公司沈达鹏

5() 曾过 江苏中水东泽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51 卢佳伟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

52 邵力成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53 朱菲男 无锡奥普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高 1 杨一帆 江苏聚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i)
r.,;`,
l亍 丫·

J 膊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工程师

博世创新软件开发 (无锡)有限公司 〕i程师

0` 蒋廷松 无锡双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58 1·宀岗:i 大金空调技术 (中 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刘雯 无锡市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6() 裘慧广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61 付文进 无锡微城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J∶程师

62 马雪莹 无锡市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工程师

工程师6(⒊ 胡立娟 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6`1 蒙雪银 江苏金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王文燕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工程师65

华虹半导体 (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师66 刘勃彤

~I∶ 促 JI|i67 iE永伟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 ll

68 孪坤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工程师

钱佳成 华虹半导体 (无锡 )有限公司 工程师

7() 吕晨舞 泰尔实验室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师

4

后殳:梦车干

56

59

69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F `、 ^ ·

^/

/墅缁L′
71 李往华 江苏晶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r·土程丿萨《
72 何广龙 无锡明恒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脏

潭腼!±二rrl a

73 邱婷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F碧

’扣了′TJ与
7·1 闻律栋 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 币-■''
75 杜韦慷 天芯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 f查”li

7(i 郭海ti 无锡市智慧环保技术监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77 张颖 无锡凯尔克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工程师

78 }勿】亭 无锡市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工程师

79 付志伟 西门子中压开关技术 (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师

8() 邓维 工程师

81 石子灿 卡特彼勒技术研发 (中 国)有限公司 工程师

82 李洪普 中船重工奥蓝托无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8I; 刘小曼 希森美康生物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 ]∶ 不呈丿币

8· 1 李育超 无锡智恩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85 赵阳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工程师

86 姚伟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咨询服务部 工程师

87 陈中伟 无锡微视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电科申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L∶ 程”|i88

8.) 俞宏晔 江苏嘉耐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9() 无锡卡尔曼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91 丁逸 无锡广盈集团有限公司电器制造分公司 工程师

c)? 李娇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i程师

工程师9∶ ; 张华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1 张涵 无锡中锐华科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9污 陆霞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华东分院
△∶程丿币

k|JI.ii:J 上海禹浜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96

工程师97 zHENG CE 无锡极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98 张 个1||∶ 无锡汉瓷特种陶瓷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陆秀萍 无锡博慧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丿币9.)

工程师100 i.己 {|,`t 无锡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 张 瑾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工程师

102 王征洋 工程师

lO3 无锡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工程师

△∶程””10`1 中船重工奥蓝托无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05 徐贽 无锡市滨湖区工贸管理站 工程师

0

沃尔富控股有限公司

秦亦灵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捻诂毯
'】.1~=9   ■■0■I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lO6 无锡康明斯涡轮增压技术有限公司 In△程师.′~

源

鳔墅梦∶
^-.∷

||1·

南大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 (江苏)有限公司无

锡分公司
107

ll i∵ ii1()8 赵肯 博世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

1()9 朱建伟 蜂巢能源科技 (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师

110 孔祥通 闪耀现实 (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办事处 E科!J币lll 丁 潇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华东分院
工程师l12

113 刘晓瑞 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包景文 江苏中水东泽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114

l15 赵 婷 普罗朗生物技术 (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师

l16 陆克非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程师

117 杨晨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省 管 ) 工程师

-l∶ 馅 工程师l18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119 占建 无锡市海鹰加科海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li干 |∶ 丿币

120 秦涌汐 无锡河湖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私 :丿巾

121 何 杰 无锡三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程丿币

122 陆传钞1 氵L苏亚成创科源激光装各有限公司 |∶ i∵ lli

123 传 治 中船重-E奥蓝托无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E私 :J币

124 张森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科 !∶
l丿 币

125 吴大可 尤锡凯尔克仪次阀门仃限公 id l∶ 札!呵
j

126 龚志成 助理研究员

127 亻拦纠卡卞公 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

128 唐亮 无锡吐露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研究员

129 任怡琳 助理研究员

130 助理研究员

131 张晓东 助理研究员

132 盂娇 无锡市人民医院 助理研究员

l(;3 张
.li灯

无锡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34 付海田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助理研究员

1135 蒋瑜 1·r兴 市『J都紫砂工艺厂 工艺关术师

136 王学权 宜兴紫砂陶艺个体户 工艺美术师

1∶37 张 裕 宜兴紫砂陶艺个体户 工艺美术师

138 杨倩文 宜兴紫砂陶艺个体户 工艺关术师

139 吴清纯 ⅡI I p̄i -..j ~
工艺关术师

l lo 曹欢 无锡先锋高级中学 一级教师

6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41 王睿 无锡市锡南实验中学

`品
纨数堕

′
m艹

源

142 郁骏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ˉ

'及

孝文刂币

14,‘ 肖兰莹 无锡光华学校 ′ 嘤呃
''

141 刘 杰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馆 员

145 奶杨 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馆员

146 卞亚楠 无锡市图书馆 馆员

147 王小燕 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级律师

l48 杨勇 无锡市太湖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级律师

农艺师14(9 宋亢连 无锡普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艺师150 葛波 宜兴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151 朱敏风 无锡技师学院 讲师

肖林焱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主管中药师152

15∶ ; 李泽锋 无锡万亿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师

l离·】 恽羽芩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 编辑

记者155 潘敏杰 无锡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156 包时灵 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 三级 美术师

7

f畲吗0亻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8

2022年 1月 11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