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广东省轻工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职称评审通过人员公示名单

序号 姓名 申报专业 申报资格 现工作单位

1 吴崇隽 日用硅酸盐 正高级工程师 珠海市香之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徐文树 塑料制品 正高级工程师 广东德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 蔡晓峰 日用硅酸盐 正高级工程师
佛山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陶瓷

研发中心

4 陈文 日用化工 正高级工程师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 许桂红 制浆造纸 正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造纸研究所

6 肖鹏 塑料制品 正高级工程师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7 肖景红 日用硅酸盐 正高级工程师 佛山海关综合技术中心

8 徐冰 塑料制品 正高级工程师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杨君之 日用硅酸盐 正高级工程师 清远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10 童星 发酵 正高级工程师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11 杨冠东 日用化工 正高级工程师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2 宋子峰 电子元器件 正高级工程师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

陶瓷电容器分公司

13 胡才双 灯具照明装置 正高级工程师 广东隆源光电有限公司

14 王维昀 电子元器件 正高级工程师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15 林创辉 轻工制冷装备 正高级工程师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6 王学钊 电子元器件 正高级工程师 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7 宋鹏涛 日用机械 正高级工程师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18 官春平 轻工机械装备 正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19 夏光辉 轻工机械装备 正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 钟明生 轻工制冷装备 正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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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申报专业 申报资格 工作单位

1 胡海艳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2 谢悦红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佛山科富科技有限公司

3 袁佳多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4 骆秀梅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5 余华林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6 丘子范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广东伊思曼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吴日章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植物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 王秋腾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9 秦伍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 沈荣伟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东莞市唯美陶瓷工业园有限公司

11 蔡键烯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广东健诚高科玻璃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2 白耀辉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珠海安和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13 吴银萍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江门市金桥新材料有限公司

14 许正茂 制浆造纸 高级工程师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

15 叶建平 制浆造纸 高级工程师 韶能集团广东绿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6 李振华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吴亦建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林艳芬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19 冯国华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李影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张脉官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广东金刚新材料有限公司禅城研发中心

高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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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肖翠翠 制浆造纸 高级工程师 中烟摩迪（江门）纸业有限公司

23 汪磊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4 孔令光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陈伟才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6 吴新良 发酵 高级工程师 东莞市华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 范周强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彭滨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苏华枝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佛山市大千色釉料有限公司

30 邱晓锋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31 刘霭莎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咀香园健康食品（中山）有限公司

32 黄永嫦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严盟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徐风飞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广讯检测（广东）有限公司

35 张缇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36 孙飞野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37 庞承焕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黄永忠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广讯检测（广东）有限公司

39 母军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广东新锦城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40 刘光荣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41 车飙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42 王庆福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43 李发勇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44 王波 制浆造纸 高级工程师 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

45 李文治 发酵 高级工程师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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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周梅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广东博然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7 苏红伟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佛山市高明威仕达塑料有限公司

48 谢勇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

49 赵娜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0 罗淑芬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佛山市溶洲建筑陶瓷二厂有限公司

51 邓坚勇 日用硅酸盐 高级工程师 佛山市溶洲建筑陶瓷二厂有限公司

52 林明松 塑料制品 高级工程师 广州广化塑料管道有限公司

53 卢丽玲 发酵 高级工程师 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赖梅兰 日用化工 高级工程师 广东添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55 白彩鹏 轻工热电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56 景春才 轻工热电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57 汤树海 轻工包装印刷 高级工程师 广东壮丽彩印股份有限公司

58 胡根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

59 黄国斌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60 招 伟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 黄招彬 轻工电气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62 欧冠锋 轻工电气 高级工程师 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63 胡煜刚 轻工机械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64 修珙理 轻工机械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65 黄微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66 何国军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7 王文灿 轻工电气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8 杨都 轻工电气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9 熊硕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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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廖敏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1 何振健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2 黄章义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3 万今明 轻工电气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4 赵桓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5 吴凡 轻工机械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6 黄柏良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7 王永立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8 曾淑剑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9 赖孝成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0 王强 轻工电气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1 张小明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2 王晓妮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3 连彩云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4 薛玮飞 轻工制冷装备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85 董婷 电子元器件 高级工程师 广东聚华印刷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86 柯桂沁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五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7 林剑峰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五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8 陈亚文 电子元器件 高级工程师 广东聚华印刷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89 张登军 电子元器件 高级工程师 珠海泓芯科技有限公司

90 周立国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91 戴勇 电子元器件 高级工程师 江门崇达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92 梁展程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万和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93 廖永章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万和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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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梁友高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佛山缝叶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95 安可荣 电子元器件 高级工程师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

陶瓷电容器分公司

96 尹坤任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97 李媛媛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佛山市顺德区美的电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98 王世阳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顺德格意威登电器有限公司

99 麦剑章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00 孔令华 灯具照明装置 高级工程师 中山市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1 苏宇泉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02 唐元锋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3 张华平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4 张上兵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5 李罗标 五金厨卫 高级工程师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06 宋晶尧 电子元器件 高级工程师 广东聚华印刷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107 周劲松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江门市贝尔斯顿电器有限公司

108 胡盛文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09 李焕新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10 张海春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11 石正攀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12 尹焘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

113 施清清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14 全衡军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15 尚秀玲 家用电器 高级工程师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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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申报专业 申报资格 工作单位

1 李观成 发酵 工程师 湛江珠江啤酒有限公司

2 黄印 日用硅酸盐 工程师 河源帝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3 邵珠艳 制浆造纸 工程师 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司

4 顾伟杰 发酵 工程师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5 赵宏泽 塑料制品 工程师 广州丽盈塑料有限公司

6 刘海英 日用化工 工程师 河源市云彩实业有限公司

7 文辉 制浆造纸 工程师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 姚文英 制浆造纸 工程师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益湛磊 日用硅酸盐 工程师
广东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10 黄春喜 皮革化学 工程师 广州诺普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1 符純愿 发酵 工程师 广东金鉴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12 黄卫东 塑料制品 工程师 东莞市正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3 刘彬 家具 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4 王朝 家具 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5 江玉琴 家具 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6 张建强 家具 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7 冯远承 家具 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8 陈胜 家具 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9 刘崇成 家具 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 王红伟 日用硅酸盐 工程师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限公司

21 钟振飞 日用化工 工程师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22 邹达 家用电器 工程师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23 徐国洋 家用电器 工程师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24 万林 五金厨卫 工程师 江门市活力集团有限公司

25 王勇恒 灯具照明装置 工程师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中、初级工程师评审通过人员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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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谭颖峰 家用电器 工程师 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

27 邹艾一 家用电器 工程师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28 刘锋 五金厨卫 工程师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29 李茂照 五金厨卫 工程师 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30 于孟飞 灯具照明装置 工程师 广州市九佛电器有限公司

31 马少华 五金厨卫 工程师 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

32 刘钊棚 五金厨卫 工程师 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

33 韩顺添 家用电器 工程师 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34 张少山 灯具照明装置 工程师 喜斯达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35 叶汉雄 电子元器件 工程师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 王志强 轻工制冷装备 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37 吴国源 轻工包装印刷 工程师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38 李文杰 轻工机械装备 工程师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39 冯晓文 轻工机械装备 工程师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40 蔡明治 轻工电气 工程师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41 杨剑飞 轻工包装印刷 工程师 广州市人民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

42 郑大荣 日用硅酸盐 助理工程师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43 余旭东 日用硅酸盐 助理工程师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44 韦祖海 日用硅酸盐 助理工程师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45 杨文胜 日用硅酸盐 助理工程师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46 张晗 日用硅酸盐 助理工程师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47 古承广 日用硅酸盐 助理工程师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48 韩斌 日用硅酸盐 助理工程师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49 欧婷婷 日用化工 助理工程师 澳宝化妆品（惠州 ）有限公司

50 黄金喜 家具 助理工程师 广东尚高科技有限公司

51 罗伟权 家具 助理工程师 广东尚高科技有限公司

52 许海涛 家具 助理工程师 广东尚高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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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谢建威 家具 助理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4 王有来 家具 助理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5 谢恒 家具 助理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6 尹颖瑜 家具 助理工程师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7 高志升 家用电器 助理工程师 佛山市飞鹿万尔电器有限公司

58 卢斌 家用电器 助理工程师 佛山市南海恒骏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59 冯燕兰 灯具照明装置 助理工程师 佛山市君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0 罗智元 电子元器件 助理工程师 惠州市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1 陈金星 电子元器件 助理工程师 惠州市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2 宣紫程 灯具照明装置 助理工程师 广东玖星光能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63 张春风 轻工制冷装备 助理工程师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4 许怀书 家用电器 助理工程师 惠州视维新技术有限公司

65 郭俊秋 家用电器 助理工程师 惠州视维新技术有限公司

66 邓天应 家用电器 助理工程师 惠州视维新技术有限公司

67 黄宇鹏 轻工机械装备 助理工程师 佛山市顺德区恒畅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68 刘少白 轻工机械装备 助理工程师 佛山王氏航空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69 郭铸民 轻工热电装备 助理工程师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0 丘海伦 家用电器 助理工程师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1 李小强 轻工机械装备 助理工程师 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

72 陈广庆 轻工制冷装备 助理工程师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3 黄俊榜 轻工制冷装备 助理工程师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4 周创 轻工电气 助理工程师 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东莞直属库

75 罗斌 轻工机械装备 助理工程师 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东莞直属库

76 舒雁斌 日用硅酸盐 技术员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77 韩军 日用硅酸盐 技术员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78 冯锦恒 灯具照明装置 技术员 佛山市君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9 黄庭峰 轻工电气 技术员 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东莞直属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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