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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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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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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常海等 27 人已具

备正高级职称，卫海等 40 人已具备副高级职称（名单附后），

现予公布，时间自 2021 年 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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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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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正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27 人，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认定职称 

1 丁常海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 

2 王三明 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3 王劲松 南京市话剧团有限公司 一级演员 

4 邢向辉 南京市口腔医院 主任医师 

5 闫新成 南京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6 许嵘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高级编辑 

7 孙兵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8 李进 江苏宝庆珠宝有限公司 
正高级乡村振兴技艺

师、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9 李忠武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 高级编辑 

10 杨荣 南京鼓楼医院 主任医师 

11 何召庆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农业推广研究员 

12 张颖松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 正高级工程师 

13 陈永进 《金陵瞭望》杂志社 高级记者 

14 陈秋强 金城化学(江苏)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15 林静然 南京银行 正高级经济师 

16 罗耀强 南京易司拓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17 季学山 嘉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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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认定职称 

18 赵文荟 《金陵瞭望》杂志社 高级编辑 

19 徐晓冬 
南京紫金山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正高级经济师 

20 高云飞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正高级兽医师 

21 唐璐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高级编辑 

22 
陶毅（播音

名：东方）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一级编导 

23 矫士平 
南京鼓楼医院 

研究员 

24 韩磊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 

25 蔡卫民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 高级编辑 

26 蔡玉萍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 

27 穆耕林 南京鼓楼医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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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副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40 人，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认定职称 

1 卫海 江苏鸿基节能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王剑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公司 
高级工艺美术师 

3 尤建洁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 高级工程师 

4 付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5 吕怀宝 英达热再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6 朱兆坚 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7 朱海龙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8 华新海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 

9 刘杉 南京市林业站 高级工程师 

10 刘建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1 江文养 南京东润特种橡塑集团 高级工程师 

12 安洋 南京无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13 孙亚明 江苏鼎宏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艺美术师 

14 苏小刚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研究员 

15 李超 江苏雨润肉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6 李道生 南京正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7 杨荣利 南京交通技师学院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18 吴刚 江苏淮泗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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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认定职称 

19 闵济海 南京天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0 张国栋 江苏芯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1 张亮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22 张惠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23 陈志云 南京市高淳区精神病防治院 副主任医师 

24 陈纬纬 南京鼓楼医院 副研究员 

25 陈佩华 南京华路公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6 赵昕 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 

27 赵静凯 南京瞰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8 胡志锋 博智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9 姚远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 主任记者 

30 姚建波 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1 袁林峰 南京依柯卡特排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2 候军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高级兽医师 

33 翁乙超 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 二级美术师 

34 黄程韦 江苏智臻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5 曹玉龙 南京派光智慧感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6 曹巍巍 英达热再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7 梁娜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主任记者 

38 韩家佳 北京市德贤（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级律师 

39 靳子义 南京鼓楼医院 副研究员 

40 雍永波 南京市杂技团有限公司 二级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