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职称办〔2022〕7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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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江苏省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

结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2〕20 号），经江苏省南京市经济

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会评审通过，丁勇等 77 人

已具备高级经济师资格（名单附后），现予公布，时间自 2021

年 11 月 16 日起算。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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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8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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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丁勇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高级经济师 

2 丁兴桥 南京弘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 万其凤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 卫珺宇 福特汽车工程研究（南京）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 马泽东 南京东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 王波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 王俊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高级经济师 

8 王涛 南京市浦口区住房保障中心 高级经济师 

9 王嵩 南京大桥机器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0 王锴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11 王薇 南京化工轻工实业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2 王飞莅 南京市职业技术培训指导中心 高级经济师 

13 井宏理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4 牛悦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15 卞云华 南京市高淳区招商中心 高级经济师 

16 尹小虎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17 尹丽君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 高级经济师 

18 厉飞 江苏省建信招投标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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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19 叶顺平 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0 朱巧 南京市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21 朱璟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2 刘朋 南京浦口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3 刘付国 南京浦口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4 刘国稼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南京广播电视台） 高级经济师 

25 刘金红 南京市江宁区企业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26 刘晓慧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7 刘湘衡 南京紫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28 汤春燕 
江苏国衡中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 
高级经济师 

29 孙艳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30 孙晨晨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31 纪文萍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陆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32 花国安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3 严德颖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企业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34 李天健 南京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5 李光明 江苏天元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6 李克超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7 李丽 南京高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38 李烨 南京市南部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高级经济师 

39 李露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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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40 李学乐 南京卓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1 吴萌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42 吴玉玺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3 张琳 南京市鼓楼区市政设施综合养护中心 高级经济师 

44 张玉梅 
江苏国衡中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 
高级经济师 

45 张海平 锦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6 陆旸 南京市金陵文化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7 陆政霞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48 陆健健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49 陈小勇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50 陈守慧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 高级经济师 

51 陈秀丛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2 陈忠春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3 陈玲玲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54 欧小慧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55 易笃芳 南京市江宁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高级经济师 

56 竺晶晶 南京六合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57 金宏 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58 赵振旻 南京市六合区经济研究中心 高级经济师 

59 胡怡秋 南京市南部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0 姚瑶 南京市莫愁湖管理处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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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  位 专业技术资格 

61 袁田 南京市江宁区房地产信息与档案管理中心 高级经济师 

62 贾巍巍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3 夏迎洋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64 钱秋芬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65 徐蓉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66 黄超民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67 曹永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8 曹烽燕 南京高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69 蒋大冬 江苏天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0 焦悦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1 曾晓红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高级经济师 

72 谢婉丽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3 蔡益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74 管延华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高级经济师 

75 潘磊 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经济师 

76 戴鹏 南京汤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77 鞠晶 南京鑫智链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