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士格职改(2017) ·67;号

关于同意确认周林敬等 扣9位同志

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的通知     ，

士

福州市城建委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2017 年度福州市土建系列高级职务评审通过人员基本情

况的报告》(格建[2017]职改18 号)收悉。经审核，并将评审结果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公示7天，群众无异议，同意确认由福州市工程技术

人员土建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周林敬等 119 

位同志工程师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咐后)。任职资格起算时间为2017 

年11月8 日。

咐:周林敬等119位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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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  评审  资格  通知

抄送:市人社局，各县(市)区职改办，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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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位同志工程土建系列中级职称任职资格名单;

'节。瞒爵曰      ·    ，工工程师(30人)
苫

壤嚼"""。"。。"""2    膏建曹芳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聪聪

3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李汝引"

4   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余秀妹

5    福建蠢九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黄凌溯

6    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晨

7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温耀军

8"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林君

9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林曼

10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林宗楷""

U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刘建伟·

12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林枫

13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程开乐

·14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林伟

旺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宋帆

16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郭钧

17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李炎滨

18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杨颖 "

19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朱炎松

20福州建耳(集团)总公司  陈罗杰

21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林宗辉

22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唐汉节

冗3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吴海光

24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赵美

:乃 福清市侨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刘云忠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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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造有限公司·刘必寿L@L@·;'·"·;·⋯

统制造有限公司  林路精 @;;-，"，:     ，
·户"·       "¨-

有限公司·林菲菲      @，目;，·

司  吴崇永               -·二。。   ·-@

30福建省顺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华棋

-、建筑工程管理工程师(12 人)                     ·      ，

31福建省闽侯建筑工程公司  江化民，

32福清市户外灯光广告服务中心  林思

33福州市动物园管理处  邢世潜

34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洪嘉

35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陈延格

36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李凡

·37 永泰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黄镇

38 福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赵晶

39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刘华

40 元翔(福州) 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林三福

41 闽侯县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许智鸿

42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王鹏

三、建筑工程监理工程师(1 人) 

·43福州市台江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陈希

四、建筑质量安全监督工程师(4 人) 

44福清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俞裕铬

45永泰县建筑文明安全监察站  林制

46长乐市建筑工程文明安全监察站  林友惠

47连江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陈丹

五、建筑装饰施工工程师(l人) 

48福建五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可·郭乾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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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   惫检刚苯  师(1人)·

，粥。翱需1镶@   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廖生铬·
，。

工程测"     程师行 人)"

50闽侯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刘娜"，··""

阿福州市建筑设计院  李林

八、工程造价工程师(H人)

52福州鸿绪词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吴祖央 "

53闽侯县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服务中心  任摺

54闽侯县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服务中心··林震

邱 闽侯县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服务中心  胡敏

56闽侯县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服务中心  周新逸

57福州市工程咨询中心  林铃   '"

58永泰县建设项目预决算审计中心·

59永泰县建设项目预决算审计@，峦@

60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高胖

61福州市自来水二次供水有限公司  黄佳敏

62福州格城港务发展有限公司"丁米兹

九、路桥工程施工工程师(4人)

63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叶烽棋，

64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  吴祥溪

65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光锌

66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翁齐坤

十、路桥工程管理工程师(5人)

67福州市城市地铁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江武涛"

68福州市马尾区建设工程交易管理中心  郑桂双

69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蔡伟

70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陈至诚

康炼强

池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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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程师(14 人)、，，;·¨··-;·"门":¨

73 福清市项目前期工作管理中心  林晶    ····，:;，··;;:，。「·

74福清市音西街道社区规划与建设服务中心·魏波;@··

75 永泰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站概陈舒停···:·Y:甘。

76 永泰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站  蔡永福·

77 福清市规划编制与信息服务中心  林振亮 ··

·78 福清市规划编制与信息服务中心  郑航

79闽清县房屋征收办公室  洪娟     ，·        -

80仓山区土地收储中心  王俊

81福州上街大学新校区市政管理服务中心，林成开·

82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局景观综合整治管理中心 。吴日明

83连江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颜秀希

84福州市鼓楼区建设局景观综合整治管理中心  黄俊

85长乐市规划展览中心  陈玉停

86福州市琅峡经济区土地发展中心·许鹏鸿

十三、城乡规划设计工程师(2 人)¨

87永泰县国土资源局测绘管理站  陆廷尧 ·

88连江县村镇规划建设管理站  林丹敏

十四、风景园林设计工程师(l人) 

89福建大地景观有限公司  李巧丢。·

十五、风景园林施工工程师(6人) -

90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 ;翁佳华 ···

91福州市闽江公园管理处、陈冷眉·¨·   ，·- 

92 福州市闽江公园管理处·周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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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郑原思

限公司  林枫

十六、风景园林管理工程师(5人)··

96福州市鼓楼区乌山历吏风貌区管理处  杨臻

97闽清县路灯管理所  胡振宇;

98福清市公园管理中心  张宗敏··    、

99福清市公园管理中心  薛霞

100福清市绿化养护管理中心·"王碧云

十七、给水排水施工工程师(3人)

101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王志明

102福州市自来水二次供水有限公司  杨征

103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潘晨强

十八、给水排水管理工程师(4人)

104连江县环境卫生管理所  林志强

105福州市自来水二次供水有限公司  邵格

106长乐市建筑工程文明安全监察站  林滋

107福建中路天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程晓铃

十九、给水排水设计工程师(1人)

108福州市建筑设计院  刘学通

二十、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工程师行人)

109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公园管理处  陈辉

110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陈畅

二十一、建筑智能化施工工程师(5人)

11l福州市城市地铁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黄健强

U2福州市城市地铁有限公司  詹志彬

113福州市城市地铁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林蠢纬



筑安装工程公司  蔡义豪 @

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  黄瑞娟

机电安装施工工程师(2人)"

116福州市城市地铁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郭立

117元翔(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柯翔

二十三、建筑电气设计工程师(1人)

118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康晓丽  "

二十四、建筑机械施工工程师(1人)

U9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姚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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