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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结果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公布江苏省

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结果的通知》（苏职称

办〔2021〕18 号），经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高级职称考

核认定委员会考核认定，王箭等 44 人已具备正高级职称，丁松

宁等 50 人已具备副高级职称（名单附后），现予公布，时间自

2020 年 12 月 30 日起算。 

 

附件：1. 正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2. 副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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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正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44 人，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王箭 南京地铁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2 田海霞 南京泰晟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3 冯智 南京市江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4 吕冬阳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5 刘艳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护师 

6 齐明 南京润茂置业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7 芮益民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8 花思洋 钛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9 严晓敏 南京鼓楼医院 主任医师 

10 杜斌 南京格致高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研究员 

11 李江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12 李春红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技师 

13 李舒伟 南京谱利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研究员 

14 李强 南京市栖霞区医院 主任医师 

15 杨劲松 德基集团有限公司 一级编剧 

16 杨斌 南京市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17 束忱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台） 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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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18 吴健 南京尔目文化演艺有限公司 一级演员 

19 沈正军 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20 沈学其 南京容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21 宋艳 南京市第二医院 主任护师 

22 宋德胤 南京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23 张有成 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24 张雷 南京涵和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25 邵阳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26 武少禹 南京帝膜净水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27 赵云 南京明基医院 研究员 

28 查翔远 南京市江宁医院 主任医师 

29 施伟斌 英达热再生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30 姜娜 南京市建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31 袁雪峰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高级编辑 

32 顾爱良 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33 顾寒寒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主任护师 

34 党建兵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35 唐健 南京鼓楼医院 主任医师 

36 陶再山 南京曙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37 梅婷 南京蛇槃兔影视文化工作室 一级演员 

38 戚建伟 南京市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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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39 盛泽娟 南京药捷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40 葛林阳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41 储浩 南京斯坦德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42 熊清 南京鼓楼医院 研究员 

43 黎晓明 南京理控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44 潘龙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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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副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50 人，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丁松宁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2 于晓文 南京市儿童医院 副研究员 

3 王安平 特步足部保健中心 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

4 王军 南京鼓楼医院 副主任技师 

5 王孝国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 高级工程师 

6 王君 南京技师学院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7 王波 南京中智文化创意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研究馆员 

8 王恩茂 浙江万维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 

9 王宽起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副主任药（中药）师

10 王捷 江苏原创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1 王新文 南京正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2 石鹏杰 
 

南京宜凯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3 卢勤元 南京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14 刘声声 南京市急救中心 副主任医师 

15 刘建 南京德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美术师 

16 刘峰 南京睿晖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7 刘溢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主任播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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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18 刘德允 南京埃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9 孙承军 金陵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20 李冰馨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主任编辑 

21 李如芝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副主任护师 

22 李菁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主任编辑 

23 李冀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记者 

24 杨晓川 南京中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5 吴俊 南京技师学院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26 沈松 博智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7 沈威峰 南京书画院 一级美术师 

28 张军 南京慧尔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9 张羽 拓攻（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0 张明 南京中澳转化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31 张晓红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副研究馆员 

32 张敏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二级艺术监督 

33 张道忠 南京英达公路养护车制造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4 陈文波 
 

南京国臣信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5 陈建华 南京金石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二级美术师 

36 陈婧婧 南京鼓楼医院 副主任护师 

37 周东徽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主任编辑 

38 周扬 耀维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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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39 周保昌 南京瑞洁特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0 胡张红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41 胡泉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主任记者 

42 施岚 南京广电集团 主任编辑 

43 宦文熠 南京广电集团 主任播音员 

44 顾东东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 主任编辑 

45 徐善金 南京东晨鸽业有限公司 高级畜牧师 

46 郭其昌 
 

南京拓控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7 黄宇 南京宁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8 董伟杰 南京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49 程阳升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主任技师 

50 戴合理 英达热再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