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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职称办〔2023〕10 号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2 年南京市交通工程专业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交通运输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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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市交通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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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号），经江苏省南京市交通
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吴宇峰
等 168 人已具备高级工程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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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起算。 

 

附件：2022 年南京市交通工程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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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南京市交通工程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副高）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吴宇峰 

2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郑珺 

3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左洁 

4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周基建 

5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朱宏亮 

6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姜凯钟 

7 南京市城市道路管理中心 谭建军 

8 南京市航道事业发展中心 黄桂香 

9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于涛 

10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徐陈 

11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叶春娲 

12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徐福 

13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彭云平 

14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詹友 

15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朱银虎 

16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杨余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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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17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王璇 

18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王秦昌 

19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严伟垚 

20 南京市江宁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续大亮 

21 南京市江宁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王岗 

22 南京市江宁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王建国 

23 南京市江宁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陈强 

24 南京市高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芮赟 

25 南京市高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姜方珍 

26 南京市高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诸斌 

27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曹国宇 

28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钱强 

29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席时虎 

30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陆淞 

31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闫孟伦 

32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顾耀 

33 南京东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陈凌琳 

34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段晖玉 

35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颜军 

36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吴朋朋 

37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张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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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38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张义祥 

39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朱晓峰 

40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朱炜 

41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丁大伟 

42 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王世俊 

43 南京交通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殷杰 

44 南京交通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王延康 

45 南京交通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郭志兴 

46 南京交通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夏淼 

47 南京交通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曹良海 

48 南京交通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王成 

49 南京交通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房晨 

50 南京交通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陈奇 

51 南京捷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袁平 

52 南京南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文进 

53 南京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汪婷 

54 南京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于景 

55 南京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董立贤 

56 南京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杨杰 

57 南京科兴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金茂森 

58 南京科兴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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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59 南京昊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陈伟 

60 南京昊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刘斌 

61 南京昊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高峰 

62 南京昊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赵国伟 

63 南京昊天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周佳 

64 南京民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朱劲松 

65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褚航 

66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申宏志 

67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张智鹏 

68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谷修松 

69 南京新远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张丽 

70 南京路友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顾玉 

71 南京路友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李文艺 

72 南京路友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杨屹 

73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佳楠 

74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涛 

75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苏龙 

76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芳 

77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尹波 

78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才生 

79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南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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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80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志国 

81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包卿 

82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国亮 

83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立高 

84 江苏东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吉方勇 

85 江苏东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马卓 

86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沈纯 

87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徐建 

88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严加凤 

89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曹清 

90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牟分儒 

91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孙庆洁 

92 江苏交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韩兵 

93 江苏交通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史陈斌 

94 江苏交通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孙静 

95 江苏交通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王辉 

96 江苏兆信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耿伟 

97 江苏兆信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汪冬阳 

98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闫玉辉 

99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加波 

100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毛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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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101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丁蕾 

102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陆立友 

103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姜山 

104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邰立存 

105 江苏先行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晟 

106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王树乾 

107 江苏创安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葛卫军 

108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郭海生 

109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瑞坤 

110 江苏华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鲁震 

111 江苏博特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秀勇 

112 江苏双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瞿向阳 

113 江苏双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谭静 

114 江苏和弘建设有限公司 孔得健 

115 江苏咨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刘长宾 

116 
江苏天业工程咨询房地产 

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张桂平 

117 江苏旭方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毛波 

118 江苏枫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牟世安 

119 江苏武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徐明 

120 江苏泊翔结构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陈开伟 

121 江苏省苏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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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122 江苏省苏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苏夕恩 

123 江苏省苏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彭磊 

124 江苏省苏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汪玉生 

125 江苏睿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小龙 

126 江苏祥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秦龙 

127 江苏联合城市发展咨询有限公司 霍冠哲 

128 江苏育通交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郝运涛 

129 江苏远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居宪海 

130 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季克思 

131 苏交安江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袁烨 

132 苏交安江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王灏 

133 
江苏北极星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王永辉 

134 江苏天宏华信工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潘杨阳 

135 江苏天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王之强 

136 江苏天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何珍珍 

137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施晓强 

138 南京苏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张潇文 

139 南京苏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陈照 

140 南京苏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傅吉祥 

141 南京市高淳区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唐秋定 

142 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田文军 



 — 9 — 

序号 单位 姓名 

143 南京市浦口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孙红亮 

144 兴德（江苏）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王祥 

145 创辉达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沙林 

146 南京亘泰科技有限公司 刘贻群 

147 南京华之宁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吴春田 

148 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姜大为 

149 南京宁西道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张国奎 

150 南京岛上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敏之 

151 南京工大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赵丽萍 

152 
南京市机动车综合性能 

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袁广东 

153 南京市江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李培培 

154 南京建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所 李谦 

155 南京建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所 孙圣懿 

156 南京浦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殷荣华 

157 南京畅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李论 

158 南京紫东现代综合交通实验室 潘岑 

159 南京致远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端木家猛 

160 南京航专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周国富 

161 南京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张来平 

162 南京路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薛文 

163 南京道润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鹏 



 — 10 — 

序号 单位 姓名 

164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倪绍春 

165 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陆启沛 

166 和海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傅贵 

167 
国信国际工程咨询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杨欢 

168 江苏东南交通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胡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