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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2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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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单位 :

按初定要求 ,经 考核合格 ,认 定赵美奇等 132人 具备

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 ,认 定王欣宇等 2人 具备建筑师专业

技术资格 ,认 定孙一铭等 2人 具备馆员专业技术资格 ,认

定杨江燕具备规划师专业技术资格 ,认定赵文杰等 16人

具备三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 ,认 定李梦璐等 8人 具备助理

研究员专业技术资格 ,认 定王雨婷具备 三级演奏员专业技

术资格 ,认 定沈君等 5人 具备 中小学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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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认 定季雪雯等 2人 具备 三级艺术创意设计师专业技术

资格 ,以 上共 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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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20日 起算。

附件: 2022年 6月 初定通过人员名单

无锡市 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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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 6月初定通过人员名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专 业

`

资格名称

赵美奇 阿特拉斯.科 普柯(无锡)压 缩机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工投师''0
‘ 郑 伟 无锡锐科光纤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制造 工程师

周 波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无锡厂 机械制造 工程师
∠

. 徐 艇 江苏瑞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工程师

一̀
ν 孙阳平

阿特拉斯.科普柯 (无锡 )压 缩机有限公
司

机械制造 工程师

'
0 方  雷 无锡锐科光纤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制造 工程师
勹
` 祝 杰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车辆制造 工程师

王 进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车辆制造 工程师
°

' 陈天翔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车辆制造 工程师

10 孙雅坤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车辆制造 工程师

ll 翟艺杰 无锡太湖新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工程师

12 张 立 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建设局 建设管理 工程师

13 傅嘉丽 江苏信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 工程师

14 ^.·
△
·
r ii 无锡市锡山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维护、养护 工程师

15 钱海峰 江苏博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 工程师

16 刘  昊 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工程师

17 王  超
宜兴市沈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开

发区 )
技术管理 工程师

18 陈 勇 武汉蔚来能源有限公司 技术管理 工程师

19 张立华 江苏城归设计有限公司 给水排水设计 工程师

20 马雄飞 江苏协优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给水排水设计 工程师

21 牛腾 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工程师

22 赵宇飞 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工程管理 工程师

23 桑胜涛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政府东北塘街道办事
处 (机关 )

工程管理 工程师

24 吕鹏 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工程师

25 汪杨成 无锡绿鸿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管理 工程师

26 陆敏英 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27 包冬 华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建筑施工 工程师

28 罗书泉 无锡星凝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工程师

29 王林 建筑施工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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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名称姓 名 工作单位 专 业序号

建筑施工 工程啼30 王 辉 无锡红豆置业有限公司

31 周宇 无锡华科大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学储电光源、化

能
电光源、化学储

能
工程师32 黄锴 无锡华科大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电光源、化学储
能

工程师闫坤 烯晶碳能电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家用电器、照明
器具

工程师34 尹路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工程师35 熊成意 无锡普天铁心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 工程师任航 无锡透平叶片有限公司

焦文斌 无锡宝德联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日用硅酸盐 工程师37

工程师38 董娟 无锡镓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

工程师39 陈虚怀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管理

计量检定 工程师40 卢亚敏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

工程师41 张进梅 无锡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咨询

江苏国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化工 工程师42 牛平

工程师43 李伯平 江苏三木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化学药物 工程师44 钮翠然 卓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药物 工程师45 李强强

46 郭翠霞 卓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药物 工程师

制药工程 工程师47 毛菊红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8 周荣云 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制药工程 工程师

制药工程 工程师49 赵如奎 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50 宗建军 无锡维邦工业设备成套技术有限公司 化工机械 工程师

51 郑 蕾
阿特拉斯.科普柯 (无锡 )压缩机有限公
司

化工机械 工程师

工程师52 尹华伟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信息与通信

53 顾 珂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信息与通信 工程师

54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机电一体化 工程师于益超

55 施一鸣 无锡爱德旺斯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一体化 工程师

56 贡海丰
中科微至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江苏 )有
限公司

机电一体化 工程师

57 吴炳
中科微至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江苏 )有
限公司 机电一体化 工程师

58 彭能明
江苏集萃集成电路应用技术管理有限公
司

信息与通信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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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吴超丰
江苏有线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宜兴分
公司

信息与通信
l

J

 

I

"

刂

‘

^1
工程师

60 赵文栋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信息与通信 工程师

61 王安喜 无锡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62 杨 磊 无锡恒鼎超级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63 缪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编外事业 )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64 张 磊 无锡传奇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65 卢继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66 刘鑫 无锡奥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网络

67 钱 程 无锡财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68 张骏 无锡市人民医院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69 徐云倩 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朱加兴 西门子 (中 国)有 限公司无锡创新中心 计算机与网络 工程师

71 吴楠 江苏宜兴德融科技有限公司 微电子 工程师

72 范 晓 华虹半导体 (无锡 )有 限公司 微电子 工程师

王俊 江苏宜兴德融科技有限公司 微电子 工程师

74 贾松霖 江苏宜兴德融科技有限公司 微电子 工程师

75 蒋晶 微电子 工程师江苏宜兴德融科技有限公司

76 卢志刚 博世汽车系统 (无锡 )有 限公司 动力工程 工程师

77 孙 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 团)有 限
公司泛亚分院

暖通空调设计 工程师

机器人 工程师78 华晓彬 江苏智博创展科技有限公司

79 苗 士 寺ˉ
曰 口 .人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人 工程师

80 张庆超 台安科技 (无锡 )有 限公司 电气工程 工程师

电气工程 工程师81 孙安全 无锡上能绿电科技有限公司

82 王亚恒 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基因测序 工程师

试验测试与论证 工程师汪英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无锡公正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J。 . 
·
=ii i·

l′ . i 工程师84 徐超

85 宗正阳 无锡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86 苏铭
江苏同方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勘测有限
公司

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

工程师87 严志伟 江苏无锡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生产工艺

工程师88 王姗杰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酶工程以及生化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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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89 李路野 江苏苏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机电设截安装
.孓

用纺织品 工程师90 陆熙松 无锡万斯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要控了币91 无锡君茂置业有限公司 △△△t ii

产品设计 工程师92 张鹏 无锡珀金斯小型发动机有限公司

工程师93 朱春涛 无锡量子感知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工程师94 陈坦 无锡明恒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丹佛斯动力系统 (江苏)有 限公司 产品设计 工程师95 郑皓水

96 钮建 无锡中车浩夫尔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 工程师

产品设计 工程师97 张婷婷 亿志机械设备 (无锡 )有 限公司

98 盖 阔 无锡斯考尔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 工程师

工程师99 高鉴 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

100
南德认证检测 (中 国 )有 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认证认可 工程师

101 陈瑶 无锡市儿童医院 设备维修 工程师

102 姜少伟 江苏集萃复合材料装备研究所有限公司 产品设计 工程师

103 BIM设 计 工程师程遥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4 褚 磊 无锡绿坤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装饰设计 工程师

105 姜舟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 团)有 限
公司泛亚分院

结构设计 工程师

106 赵雅露 江苏唐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 工程师

107 杨丽梅 无锡市同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 工程师

108 张潇 无锡轻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工程师

109 张生俊 江苏金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结构物设计与制

工更
工程师

l10 尹波润 工程师江苏伟博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科研与技术开发

111 一云士
心

周 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112 朱梦皓 江苏美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113 张蝶衣 无锡梁溪恒通排水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l14 白杨 无锡环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115 罗静怡 宜兴市盛妤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环境工程 工程师

116 王嘉豪 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 环境工程 工程师

117 仇熠君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工程师

118 吴青阳 无锡金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工程师

119 兰树明 无锡迅杰光远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工程师

120 孟虹松 无锡恒鼎超级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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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J ·′;′  Ⅱ

专斗℃ 资格名称

121 蒋家俊 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贰获△→'

工程师

122 张倩倩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 我扮
‘^

)′‰
产品质量检

测 (电 气
下 姜0%
~1-i-毛

'lP

123 杨秀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无锡有限公司
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 (食 品 )

工程师

124 赵世超
方圆广电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 (电 气 )

工程师

周小亮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无锡有限公司
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 (金属 )

工程师

126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
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 (其他 )

工程师

127 王鼎璞 无锡普洛菲斯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 (金属 )

工程师

田茜茜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
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 (化学 )

工程师

129 朱 健 江苏共昌轧辊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有色金属及特种
合金 (冶 炼、加

工 )

130 孟虎 楼蓝科技 (江苏)有 限公司
有色金属及特种
合金 (冶 炼、加

工 )

工程师

131 陈伟健 无锡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园林绿化施工 工程师

132 邵曼煜 江苏新慧恒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设计 工程师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建筑师133 王欣宇

134 张无飞 无锡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建筑师

孙一铭 无锡市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群众文化专业 馆 员

群众文化专业 馆 员136 宋丁羿 无锡市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国土空间规划 规戈刂丿币137 杨江燕
江苏同方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勘测有限
公司

三级律师138 赵文杰 北京德恒 (无锡 )律师事务所 律师

药芳 北京市京师 (无锡 )律 师事务所 律 师 三级律师139

三级律师140 薛彪 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 律 师

律师 三级律师141 李萌 江苏法德东恒 (无锡 )律 师事务所

律 师 三级律师142 陈一佳 江苏法德东恒 (无锡 )律 师事务所

三级律师143 冯晓鸣 江苏法德东恒 (无锡 )律 师事务所 律 师

律 师144 李婷婷 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三级律师145 张 慧 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

律 师 三级律师146 王 鑫 上海汉盛 (无锡 )律 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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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名称姓 名 工作单位 专 业 ●1序号

律师 三级律师147 向海翠 江苏法德东恒 (无锡 )律师事务所

三级律师148 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

~

E
一 而

屮律1
`

勿

·149 韩露 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三级律师150 卢婧 江苏法德东恒 (无锡 )律 师事务所

付 申 江苏法德东恒 (无锡 )律 师事务所 律师 三级律师151

三级律师152 潘黎黎 宜兴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律师

江苏储君律师事务所 律 师 三级律师153 林志成

助理研究员154 李梦璐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助理研究员155 郑嘉麒 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56 陈雨青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基础研究 助理研究员

钱思萌 应用研究 助理研究员157

基础研究 助理研究员】58 王 飞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159 吴蕾 无锡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思想政治工作人
员

助理研究员

160 尤俊杰
无锡市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中心

思想政治工作人
贝

助理研究员

161 陆丹 无锡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思想政治工作人
员

助理研究员

162 王雨婷 无锡市民族乐团有限责任公司 演奏 三级演奏员

163 沈君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外语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64 席锋 无锡光华学校 生物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65 文学静 无锡市锡山区教育人才服务中心 心理健康教育
甲小字一级

教师

166 宋银玲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数学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67 蔡玉娇 无锡市华天双语学校
思想政治 (道德

与法治 )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68 季雪雯 无锡市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艺术创意设计
三级艺术创
意设计师

169 段芳 无锡恒鼎超级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艺术创意设计
三级艺术创
意设计师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12日 印发

8

'

无锡恒鼎超级计算中心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