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京  机  械  工  程  学  会  文  件 
 

宁机学会〔2021〕4 号 

                                         

                                     

关于公布逯文武等 157 名同志具备 

初定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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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逯文武等 157 名同志具

备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资格（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南京市 2021 二季度初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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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印 4 份 



南京市 2021 年二季度初定初级 

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系列 

1 逯文武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 巫海雨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 范小波 佰德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 李小明 北盛国基（南京）光学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 李  悦 博源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国土资源工程-助理工程师 

6 李爱强 德司信信息产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助理工程师 

7 谢世杰 光大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8 袁建军 华润（南京）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9 孙欢平 江苏百得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 赵文成 江苏橙果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 李  晖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 赵  阳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 杨留龙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 邵鹏泽 江苏高速公路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5 徐西彬 江苏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6 陆费斌 江苏恒骏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7 马  洋 江苏恒润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8 杨  有 江苏恒毅运控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9 熊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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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工程师 

20 蒋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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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工程师 

21 张  田 江苏久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2 鲍亚雄 江苏巨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23 贺子姣 江苏林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4 庞比东 江苏六维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5 李德辉 江苏湃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6 孙骏生 江苏鹏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7 马一波 江苏鹏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8 钱  浩 江苏起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29 潘世龙 江苏融宝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0 徐光明 江苏省外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1 车  晶 江苏省外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2 朱  明 江苏省外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3 李林森 江苏省外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4 吴梅勇 江苏盛华系统集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5 陈  琰 江苏烁石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6 赵平森 江苏通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7 张  磊 江苏通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38 陈淑蕾 江苏通信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39 李克思 江苏微控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0 陈炫宇 江苏欣捷诺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1 王秀妹 江苏兴昌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2 王蓬强 江苏兴昌人力资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3 笪朝辉 江苏中电联瑞玛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4 程  创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5 沈  洋 南京跃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46 周进进 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7 刘  凯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8 张  扬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49 何华为 南京安诺电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0 陶  亚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1 张家明 南京博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2 狄芳芳 南京博路电气有限公司 工程-电力工程-助理工程师 

53 孔  潮 南京常荣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4 赵荣刚 南京成岳电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5 戴昭君 南京成岳电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6 赵永强 南京成岳电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7 陶正宇 南京成岳电力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8 孙忠宁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59 江叶舟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0 戚  庆 南京大全电气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1 陈金朝 南京德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2 仇荣春 南京德沃克自动化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3 校  卫 南京德沃克自动化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4 马  飞 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5 徐  康 南京弗莱司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6 孙久朋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7 韦冬生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8 管世清 南京高力国际家居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69 俞  磊 南京高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0 王  兵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1 张洪波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2 徐  甘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3 叶  青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74 朱新宇 南京光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5 诸克明 南京国邦水务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6 李祥伟 南京翰易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7 仇福洋 南京航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78 王建标 南京合继思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电力工程-助理工程师 

79 梁家进 南京弘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80 陈  飞 南京鸿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1 徐久强 南京鸿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2 刘  栓 南京华中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3 倪同伟 南京洹祥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4 刘华龙 南京汇能汇联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5 姜春鑫 南京慧和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6 陶刘乾 南京江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7 丁伯巧 南京金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88 韩  旭 南京金创有色金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89 谷志宇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0 程一书 南京金陵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1 高  迪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2 孙康桔 南京俊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3 王  聪 南京凯盛开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4 秦  欢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5 陈  伟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6 彭金金 南京康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7 杨  敏 南京科润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98 张洪远 南京科通通信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助理工程师 

99 吴  烦 南京科通通信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助理工程师 

100 高  影 南京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101 孙贤明 南京理工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102 潘  浩 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3 成才飞 南京蒙福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4 徐东勋 南京蒙福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5 王  宙 南京南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6 韩戊龙 南京南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7 陈建杰 南京宁庆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8 宗灵耀 南京诺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09 蒋立成 南京普罗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0 李永龙 南京尚艺良品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1 王  昊 南京市嘉隆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2 孔令华 南京市腾阳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3 厉  清 南京市下关粮食仓库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4 冯君逸 南京寿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5 高  振 南京水清木华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116 仇海燕 南京思伯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7 赵美霞 南京斯润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8 梁思伟 南京四方亿能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19 李孝忠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0 林  玲 南京天盟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1 王  振 南京天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2 沈  龙 南京拓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3 王丽娜 南京王行航空附件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4 秦  磊 南京五洲制冷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5 张庆成 南京五洲制冷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6 钟正宜 南京五洲制冷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7 张红霞 南京鑫安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8 晋  唯 南京鑫安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29 程伟国 南京旭上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0 戴兴旺 南京旭照发电机组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1 陈  鹏 南京扬子石油化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2 程开顺 南京耀辰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3 李  胜 南京伊顿派克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4 吴志阳 南京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5 张  展 南京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6 管桂宇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7 于汪鹏 南京远古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138 史成浩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39 张  鑫 南京载元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电力工程-助理工程师 

140 陈  瑞 南京智辉源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1 陈  欣 南京众怡乾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工程-助理工程师 

142 吕绍金 南京轴承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3 张  坛 南京卓实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电力工程-助理工程师 

144 吉新武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5 刘淑晶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6 徐茂源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7 魏梦龙 上海道博电气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8 刘世超 上海道博电气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49 马鹏飞 上海外服江苏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50 鱼红苏 深圳蜂巢互联（南京）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助理工程师 

151 黄昌明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152 苏万元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工程-机械工程-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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