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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职称办〔2022〕89 号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2 年南京市文化艺术新文艺 

群体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各有关单位： 

经南京市文化艺术新文艺群体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

会评审通过，华健等 12 人具备三级编导资格，王红波等 5 人具

备三级编剧资格，沈凡舒等 4 人具备三级导演资格，王伟等 32

人具备三级美术师资格，李永雪具备三级舞美设计师资格，田

欢等 9 人具备三级演员资格，王子等 13 具备三级演奏员资格，

钟丹等 2 人具备三级作曲资格，卢云等 5 人具备三级文学创作

资格，胡颉等 2 人具备三级舞台技术资格，现予公布（名单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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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员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时间自 2022 年 12 月 7 日

起算。 

 

附件：2022 年南京市文化艺术新文艺群体中级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4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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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南京市文化艺术新文艺群体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华健 南京华铎舞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级编导 

2 刘佺 自由职业者 三级编导 

3 刘鑫 自由职业者 三级编导 

4 李丹丹 江苏和璞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级编导 

5 宋夏 个体经济组织 三级编导 

6 张晓毅 自由职业者 三级编导 

7 陈金辉 江苏和璞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级编导 

8 赵焱 江苏中天龙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编导 

9 柳昭君 
来斯影业南京有限公司 

三级编导 

10 黄浦进 江苏和璞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级编导 

11 黄超妮 南京建邺飞翔艺术培训中心 三级编导 

12 解翔 南京康乾传媒有限公司 三级编导 

13 王红波 南京观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级编剧 

14 王亮 江苏户传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编剧 

15 汪琦 自由职业者 三级编剧 

16 陈涛 南京苏风锡剧表演有限公司 三级编剧 

17 胡亚 南京煊中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三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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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18 沈凡舒 南京心享视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导演 

19 张飞 江苏羽仲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级导演 

20 赵博 自由职业者 三级导演 

21 聂磊 个体经济组织 三级导演 

22 王伟 南京景洲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23 牛隽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24 卞媛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25 田泽瑞 江苏羽仲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26 刘旦林 江苏大平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27 刘浩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28 苏剑钊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29 苏曹木兰 南京市玄武区箩筐文化交流中心 三级美术师 

30 李倩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31 杨家林 江苏隆源拍卖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32 杨雪雪 南京艺来艺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33 吴强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34 何平 南京景洲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35 汪静茹 南京乐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36 张若平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37 张明明 南京目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38 张奎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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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39 张雪洁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40 张蓉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41 周艳丽 南京景洲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42 周猛林 南京景洲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43 庞坤林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44 胡电亮 南京朴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45 宫平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46 倪倩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47 徐云飞 南京筑内空间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48 徐康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49 高瑞雷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50 谈婷 江苏同曦艺术馆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51 龚丽娜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52 葛传民 南京栖霞化工有限公司 三级美术师 

53 葛宏军 自由职业者 三级美术师 

54 李永雪 江苏演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级舞美设计师 

55 田欢 自由职业者 三级演员 

56 朱琳 自由职业者 三级演员 

57 李欣芮 自由职业者 三级演员 

58 李庭恺 南京庭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级演员 

59 洪阳洋 江苏演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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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60 顾欣 个体经济组织 三级演员 

61 高仲玮 自由职业者 三级演员 

62 曹秋子 江苏硕儒教育集团 三级演员 

63 薛頔 江苏演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级演 

员 

64 王子 江苏东方交响管乐团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65 王晶 自由职业者 三级演奏员 

66 刘硕秋 自由职业者 三级演奏员 

67 刘笛 南京无边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68 关宏志 江苏东方交响管乐团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69 许笑 南京无边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70 李昊翔 江苏东方交响管乐团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71 杨璐郡 江苏东方交响管乐团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72 邵聪 南京雄鹰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73 顾若雨 
南京叶子音乐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74 葛丽红 南京黄钟秋枫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三级演奏员 

75 韩瑞雪 琴星艺术培训南京有限公司 三级演奏员 

76 戴晓青 自由职业者 三级演奏员 

77 钟丹 自由职业者 三级作曲 

78 徐春 自由职业者 三级作曲 

79 卢云 南京军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文学创作 

80 邬楠 自由职业者 三级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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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技术资格 

81 李庆杨 
自由职业者 

三级文学创作 

82 张智峰 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级文学创作 

83 周赛男 南京吾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三级文学创作 

84 胡颉 自由职业者 三级舞台技术 

85 薛婷 个体经济组织 三级舞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