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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职称办〔2023〕7 号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2 年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工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职称办关于公布江苏省
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评审结
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2〕111 号），经江苏省南京市经济专
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丁伟等 90

人已具备高级经济师资格（名单附后），现予公布。 

上述人员专业技术资格取得时间自 2022 年 11 月 24 日起算。 

 

附件：2022 年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 

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6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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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高）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丁伟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 马红英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南京广播电视台） 高级经济师 

3 马爽 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 王兴宏 东甲林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 王红美 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 王酉酉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 王敏 南京市高淳区审计中心 高级经济师 

8 王蕊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9 王毅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0 韦淡宁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高级经济师 

11 方红渊 南京莫愁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2 孔凡刚 江苏省外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3 左斌 南京市高淳区粮油业务技术指导服务站 高级经济师 

14 石峰 南京银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5 卢钧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16 由树和 南京友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高级经济师 

17 冯梅秀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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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18 曲伟功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19 朱文波 江苏恒馨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0 朱磊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21 刘凡华 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高级经济师 

22 刘华 南京市科技创新融资担保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23 刘征 中晨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高级经济师 

24 汤其琪 南京扬子江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5 孙丽丽 南京市溧水区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管理中心 高级经济师 

26 李月飞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7 李扣芹 南京长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8 李卓 江苏卓越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9 李金祥 江苏仁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0 李真珍 江苏苏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1 李鸿 南京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2 李智华 南京江北新区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3 李瑾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4 李燕 南京晓庄学院 高级经济师 

35 杨纪平 南京市土地整理和集体土地征收管理中心 高级经济师 

36 杨秀芝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7 杨艳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38 杨融 南京扬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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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39 吴丹丹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南京广播电视台） 高级经济师 

40 吴远桂 南京远金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1 吴惠明 南京市建邺区高新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2 沈孝薇 南京市鼓楼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43 沈昱池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4 张大鹏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5 张彤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46 张林涛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47 张逊之 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高级经济师 

48 张莹 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9 张琳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50 陆玮聪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1 陈大洲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2 陈昕 南京大陆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3 陈娇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4 林苏娟 南京嘉盛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5 林丽婷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56 金海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57 金继锋 南京新港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8 周如明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9 周蓓蓓 南京市企业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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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60 房萍 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 高级经济师 

61 拱朝晖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62 赵赴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63 钟月华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4 姚飞 南京市南部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5 秦佳 南京市玄武湖公园管理处 高级经济师 

66 袁冬陵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南京日报社） 高级经济师 

67 钱科 南京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8 倪慧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9 徐苏宁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高级经济师 

70 徐晓云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1 殷美玲 江苏恒馨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2 高加湄 南京市江宁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高级经济师 

73 高学娟 江苏领航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4 曹鸿飞 科舸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5 曹媛 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76 常骏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7 董丽丽 江苏恒馨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8 董高娟 南京市江宁区企业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79 韩金凤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高级经济师 

80 温丽君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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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81 谢宁林 南京市江宁医院 高级经济师 

82 靳福义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83 蔡卉卉 江苏恒馨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84 漆铭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85 谭新美 
南京市六合区中医院 

高级经济师 

86 翟政婷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87 潘志鹏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88 薛云清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89 薛桂荣 南京启迪之星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90 戴慧 南京江北新区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