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人社职〔2020〕1-15 号

关于谭伟等 145 人具有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街道、区直部门和单位：

根据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绍市人社职〔2020〕

11 号文件通知，经 2019 年省有关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评审通过，我区谭伟等 145人具有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

现予公布。具体名单如下：

一、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浙建人教发〔2019〕232 号文件，经浙江省建设工程技术

人员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24

日评审通过（23 人）：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服务中心 谭 伟 李 江

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余杰锋 王小文

绍兴市上虞城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海雄

绍兴市上虞市政公用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陈华军

绍兴市上虞区房屋征迁一所 蒋卫东

绍兴上虞大通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黄 勇

绍兴市上虞众联环保有限公司 黄苏莺

绍兴铭涛建设有限公司 任 忠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虞交通市政分院 陈荣养 倪凌飞

浙江中晨建设有限公司 钟素丽

浙江鸿富建设有限公司 王伟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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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叶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吴惠芬

浙江舜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桂琴

浙江天平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曹国平 何永兴

浙江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柯芳 颜荷娟

浙江广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章艳斌

浙江华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兴宇

浙江智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郑利忠

二、根据省生态环境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环

函〔2019〕351 号文件，经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高级工程师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2019年 12月 6日评审通过（1人）：

浙江深澜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王晓翔

三、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浙建人教发〔2020〕3 号文件，经浙江省建筑（施工专业）

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21 日评审通过（64 人）：

绍兴市上虞兴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曹熠烽

绍兴柏莉建设有限公司 张军辉

绍兴大木建设有限公司 王乐云

绍兴宏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钱威中 邱文月

绍兴金丰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叶军江

绍兴起扬建设有限公司 陈华坤

绍兴市宏泽恒成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史来顺

绍兴鑫丰钢结构有限公司 梁建青

绍兴绿野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黄振新

浙江舜业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李永申

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李东晃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王 帅

浙江中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楼启雄

浙江程隆建设有限公司 陈佳莉

浙江凤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渭芬

浙江宏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潘海潮 张建军



浙江鸿富建设有限公司 谭鉴勇 丁志锋

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 谢玲玲 雷天文 章 徐

陈利中 范永军

浙江经纬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李亚阁

浙江绿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胡叶炯

浙江三叶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朱水兴

浙江上安建设有限公司 张 奕

浙江圣鑫建设有限公司 王狄龙

浙江舜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产 吕建锋 励洪君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雅琴 谢华杰 周 成

郑江文

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 欢 谭建华 任小良

浙江舜元建设有限公司 叶 辉

浙江腾海建设有限公司 姜永海

浙江文和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崔华江 潘国根

浙江文通建设有限公司 陈建海

浙江欣成建设有限公司 傅建森 卢江祥 蒋华荣

浙江甬宸建设有限公司 杭柏锋

浙江虞舜建设有限公司 罗伟光

浙江中晨建设有限公司 王焕炯

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 宇 沈军辉 俞彬滨

何国海

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虞分公司 朱一凡

中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 春 曹 炯

江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管文军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顾小成 杨军彪 陈 杰

沈 冠 殷尧江

四、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自然资厅

函〔2020〕26 号文件，经省自然资源领域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30 日评审通过（3 人）：

绍兴市上虞区自然资源修复利用中心 王益坪



绍兴市上虞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顾 红

绍兴市上虞区园林管理中心 吴良超

五、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交发函

〔2020〕7 号文件，经省交通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22 日评审通过（6 人）：

浙江大舜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王海涛 毛雪峰 樊灿坤

浙江金衢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汪宝军

浙江经纬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何东原

浙江众汇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俞柯军

六、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市监人〔2019〕53 号文件，经浙江省质量技术基础专业技

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2019年11月28

日评审通过（1 人）：

绍兴市上虞区质检计量测试所 魏华坚

七、根据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经信

人事〔2020〕15 号文件，经省机电制造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8 日评审通过（14 人）：

绍兴市上虞区质检计量测试所 徐洪海

绍兴市上虞区环境监测站 尹 洁

绍兴市上虞区舜兴电力有限公司 樊建祥 魏登宝

绍兴上虞普惠风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姚大清

绍兴市上虞春晖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张文龙

浙江通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钱国锋

浙江小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徐岳平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车小莲

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竺利民 谢新华

浙江浩龙风机有限公司 俞 军

浙江春晖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 倪雪玲

浙江龙盛薄板有限公司 王华勇

八、根据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经信

人事〔2020〕16 号文件，经省轻纺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30 日评审通过（1 人）：

浙江灏宇科技有限公司 张永高

九、根据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经信

人事〔2020〕16 号文件，经省石化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30 日评审通过（21 人）：

绍兴市上虞区排水管理有限公司 朱湖波

绍兴市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许江军

绍兴上虞华伦化工有限公司 李典正

上虞颖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冯应江

浙江金科日化原料有限公司 章金龙

浙江南郊化学有限公司 尹 凯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楠 宋明贵 唐福伟

王洪娟

浙江皇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赵兴军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阮光栋 陈素娟 顾伟娣

龚斌彬 高立江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刘玉枫 胡志文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伟军 邱 雯

浙江华亿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徐志东

十、根据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药监人〔2020〕3 号文件，经省医药行业专业技术人员高

级职务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18 日评审通过（4 人）：

绍兴市上虞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陈林军

浙江新赛科药业有限公司 杨和军 袁抢云

浙江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 黄晓萍

十一、根据省水利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水人

〔2020〕2 号文件，经浙江省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高级职务任

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9 日评审通过（6 人）：

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闸运行管理中心 高海云

绍兴市上虞区虞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 诸 涛

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 方 磊 林梦雅 袁利芬



绍兴军博建设有限公司 李 勇

十二、根据省应急管理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应急人

事〔2020〕78 号文件，经浙江省安全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

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评审通过（1 人）：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吴述兰

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7 月 23 日

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3 日印发

共印 1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