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 年度广东省工程系列水利水电专业高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高级工程师职称资格通过人员名单

姓名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艾小榆 水利规划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敖 翔 水工施工 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白 鹏 水工施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蔡成林 水工建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蔡丛海 水工施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蔡杰龙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蔡 勇 水利机电技术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曹晨曦 水工建筑 广东中灏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岑 颖 水土保持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陈 诚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陈创福 水工结构 惠州市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陈春月 水工建筑 珠海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陈广生 水利机电技术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陈 浩 水工施工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陈 花 水利技术管理 东莞市运河治理中心

陈焕新 水利技术管理 中投德创建工有限公司

陈建华 水利技术管理 河南润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

陈敬鑫 水工施工 广东金中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俊华 水工建筑
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所（挂广州市二次供水技术咨

询服务中心牌子）

陈名威 水利规划 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陈 鹏 水工建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陈绮菲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陈清林 水土保持 广东粤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姓名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陈秋凡 水工建筑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陈伟霖 水工施工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文思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省水利厅政务服务中心

陈心池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陈 新 水利技术管理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河工程管理所

陈院青 水工施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仇肖英 水利技术管理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水利所

邓国发 水利技术管理 仁化县高坪水库管理所

邓沛英 水利技术管理 广州市番禺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邓文忠 水利电气技术 惠州市惠阳区永良堤围管理所

邓小铭 水利技术管理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水利所

丁业滔 水土保持 广东粤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杜会晶 水工结构 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樊姝芳 水利水电岩土工程 东莞市水务技术中心

范荣新 水电技术管理 罗定市机电排灌管理站

龚 洁 水利规划 广州市越秀区市政和水利管理所

古添新 水利技术管理 兴宁市江河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古志辉 水利技术管理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郭庆求 水利技术管理 东莞市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

韩洁春 水土保持
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所（挂广州市二次供水技术咨

询服务中心牌子）

韩 晶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

郝永风 水利技术管理 清远市清城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何圣海 水利工程给排水 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何卓焜 水利技术管理 佛山市禅城区盈浩排水建设管养有限公司

胡 凯 水工结构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胡文礼 水工建筑 广州市日成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胡 雁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华绪银 水力机械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黄超文 水利技术管理 中山市水库水电工程管理中心

黄朝旭 水工施工 广东嘉应方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建新 水工建筑 广东有象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黄水生 水土保持 惠东县水土保持监督监测站

黄 婷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

黄宇容 水工结构 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黄玉敏 水工建筑 佛山市顺德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贾 毅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姜慧雯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蒋文科 水工建筑 广州中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金凌波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

景亚平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康华辉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孔朝晖 水土保持 五华县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

赖 宏 水工建筑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劳志聪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黎月欢 水利技术管理 东莞市运河治理中心

李灿阳 水工建筑 广州市南沙区磨碟头工程管理所

李昌达 水利技术管理 鹤山市机电排灌管理站

李 丹 水文与水资源
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所（挂广州市二次供水技术咨

询服务中心牌子）

李建芳 水利规划 惠州市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李 杰 水利技术管理 惠州市惠州大堤南堤管理中心

李 茂 水工建筑 广州珠科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李 强 水工建筑 江门市科禹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李日养 水利技术管理 韶关市防洪管理中心

李永通 水工建筑 惠州市东江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李远辉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李照仙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姓名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梁国安 水工建筑 东莞市运河治理中心

梁 良 水工建筑 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梁孝海 水工施工 广东建工对外建设有限公司

梁珍平 水文与水资源 江门市江新联围管理处

林斌斌 水利技术管理 鹤山市机电排灌管理站

林楚裕 水工建筑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林鸿敏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

林楷祥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林真勇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刘 浩 水文与水资源
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所（挂广州市二次供水技术咨

询服务中心牌子）

刘会桥 水工建筑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分院

刘 杰 水工建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刘金阳 水利规划 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刘利军 水工施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刘 思 水工施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刘 叶 水利规划 惠州市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刘臻恒 水利机电技术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刘智生 水利技术管理 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卢健彤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创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卢珊珊 水工建筑 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罗日洪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罗威远 水利技术管理 东莞市水务技术中心

罗友文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罗志卫 水工建筑 广东粤海飞来峡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罗智鹏 水利水电信息及自动化 清远粤华电力有限公司

马红帅 水工建筑 广东西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明武汉 水利技术管理 江门市锦江水库工程管理处

纳新利 水工施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聂锦凤 水文与水资源 珠海市水资源中心

欧淼鑫 水工施工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欧阳永忠 水利技术管理 连州市潭岭水电厂

潘炽成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潘金玲 水工建筑 江门市科禹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彭海波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彭炜鑫 水利技术管理 海丰县红花地水库管理所

彭贤锋 水土保持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彭 艳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钱 敏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乔和平 水工建筑 广东益鑫源工程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秦茂洁 水工结构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秦 雁 水利水电信息及自动化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区铭莲 水工建筑 佛山市顺德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阮 芳 水工施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舒晓玲 水利技术管理 东莞市水濂山水库管理所

司徒小玲 水利技术管理 开平市水利工程质量管理中心

宋高伟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宋 鹏 水利技术管理 中山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孙子跃 水工建筑 东莞市水务技术中心

谭宇良 水利技术管理 仁化县高坪水利水电管理所

田灵芝 水工施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田一亩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汪亚争 水工建筑 广州珠科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汪志辉 水工施工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爱刚 水利技术管理 乳源瑶族自治县水利水保建设事务中心

王俊杭 水利技术管理 广州市花都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王 琼 水工建筑 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姓名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王烁群 水工施工 潮州市利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王旭东 水利水电工程征地移民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王 扬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王育斌 水工施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魏俊彪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温国胜 水利技术管理 鹤山市沙坪河水利枢纽管理中心

温祖经 水工建筑 梅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吴广坚 水电技术管理 高州市水利电力建筑工程公司

吴志良 水工建筑 广州市方腾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伍献方 水利机电技术 广州科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肖健文 水工施工 梅州市威华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肖孟富 水工施工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肖庆丰 水利电气技术 梅州市梅州大堤管理处

肖 勇 水工建筑 清远市信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谢铭健 水土保持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徐志雄 水利水电信息及自动化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许伟华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晏迎秋 水利电气技术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晏 政 水利机电技术 广东粤海乐昌峡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杨得萍 水工施工 江门市水电有限公司

杨木超 水利机电技术 佛山市高明区海口泵站

杨漪清 水利工程给排水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杨永辉 水利技术管理 韶关市曲江区小坑水库管理处

杨 镇 水工施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叶伟航 水利规划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尤伟康 水工建筑 佛山市顺德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于慧敏 水土保持 中山市水库水电工程管理中心

俞庆旺 水工施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俞小卉 水工结构 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袁满洪 水工建筑 东莞市运河治理中心

远艳鑫 水工建筑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岳 迪 水工施工 广东华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岳 宇 水工施工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曾繁运 水工施工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曾祥文 水工建筑 四会市乡村振兴指导中心

曾祖飞 水利规划 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张川川 水文与水资源 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张介炳 水利技术管理 汕头市河道堤防建设管理中心

张 明 水工建筑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张向科 水工施工 广州市诚利建设有限公司

张 艳 水利技术管理 惠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张 阳 水工建筑 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张 瑜 水利技术管理 珠海市斗门区城乡防洪设施管理和技术审查中心

赵 兰 水文与水资源 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

赵伟文 水利技术管理 江门市新会区水利综合服务中心

郑松文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郑 伟 水力机械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喜武 水利电气技术 惠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亚西 水利技术管理 汕头市下埔桥闸水利管理处

钟东丽 水工施工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钟巧文 水工建筑 五华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

钟 文 水利技术管理 广州市海珠区给排水设施管理所

周汉恩 水工建筑 广州市黄埔区河涌管理所

周铭浩 水利规划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朱冠良 水利技术管理 广东华宸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朱 红 水工建筑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朱红莲 水利技术管理 广州市从化区市政排水管理所

朱信华 水工建筑物观测 广东粤海乐昌峡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