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机协〔2021〕25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取得机电安装工程和 

机械设备工程工程师、助理工程师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的通知 

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做好 2021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

知》（皖人社秘〔2021〕172 号）精神和《关于开展 2021年度机

电安装和机械设备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安机协

〔2021〕16号），协会组织开展今年机电安装工程和机械设备工程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经企业申报、评审会专家评审、网站公示

等环节，郝涛等 81位同志获得工程师资格，郭雪美等 70位同志获

得助理工程师资格，现予以公布(名单附后)。任职资格时间从 2021

年 12月 18日评审通过之日起算。 

附件：《2021年度取得机电安装工程和机械设备工程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一览表》 

 

 

2021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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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度取得机电安装工程和机械设备工程工程师任职资格一览表 

序

号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申报专业 

资格

名称 

1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郝涛 男 1987.06 电力工程 工程师 

2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郝琛 男 1993.12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超 男 1985.08 电力工程 工程师 

4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余河 男 1985.09 电力工程 工程师 

5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余长江 男 1990.04 电力工程 工程师 

6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飞 男 1991.04 电力工程 工程师 

7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栢舟 男 1991.12 电力工程 工程师 

8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辉 男 1987.07 电力工程 工程师 

9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太峰 男 1985.11 电力工程 工程师 

10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霈 女 1993.11 电气工程 工程师 

11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儒阳 男 1991.04 电气工程 工程师 

12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华学 男 1991.11 电气工程 工程师 

13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景春 男 1989.03 电气工程 工程师 

14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稷 男 1989.07 电气工程 工程师 

15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辉 男 1989.12 电气工程 工程师 

16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崔翔 男 1992.01 电气工程 工程师 

17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方荣林 男 1982.12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18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建 男 1988.12 工程造价 工程师 

19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倜 男 1987.03 机械工程 工程师 

20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皖晋 女 1983.01 机械工程 工程师 

21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丽莉 女 1980.06 智能化工程 工程师 

22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圣俊 男 1989.06 智能化工程 工程师 

23 安徽佰胜中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道军 男 1981.01 智能化工程 工程师 

24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凤麒 男 1984.08 电力工程 工程师 

25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静 女 1971.08 电力工程 工程师 

26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劲 男 1987.12 电力工程 工程师 

27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阳 男 1986.12 电力工程 工程师 

28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鹏飞 男 1983.09 电力工程 工程师 

29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萌 女 1989.06 电力工程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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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杰 男 1990.06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1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平 男 1978.06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2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浩 男 1988.03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3 
六安阳光电力维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舒城分公司 
杜荣兰 女 1980.12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4 
六安阳光电力维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舒城分公司 
张鹏 男 1971.07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5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永华 男 1978.08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6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军 男 1975.11 机械工程 工程师 

37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俞能俊 男 1978.02 电力工程 工程师 

38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纪元 男 1986.05 电气工程 工程师 

39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王建超 男 1986.04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40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杨正华 男 1980.09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41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陈士维 男 1991.06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42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郑福永 男 1981.11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43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刘韧竹 男 1983.03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44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桂娟 女 1989.02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45 安徽水安恒信劳务有限公司 李运广 男 1980.07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46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增光 男 1970.10 设备安装 工程师 

47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代欢 男 1992.07 设备安装 工程师 

48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德辰 男 1993.10 设备安装 工程师 

49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逢训 男 1979.12 设备安装 工程师 

50 安徽云杉机电有限公司 游水根 男 1987.06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51 安徽云杉机电有限公司 陈湘 女 1982.10 设备安装 工程师 

52 合肥建工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高杨 男 1988.10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53 合肥建工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李娜 女 1994.03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54 合肥科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李俊 男 1986.06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55 合肥科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邵岩 女 1990.07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56 万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三银 女 1978.10 空调工程 工程师 

57 万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成 男 1970.11 空调工程 工程师 

58 惠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王奇 男 1991.01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师 

59 惠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乔杰 男 1993.03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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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瞿明俊 男 1991.03 电气工程 工程师 

61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彭雪雨 男 1990.09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62 安徽翔龙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陶叶琛 男 1987.12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工程师 

63 安徽启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朱强强 男 1985.11 电力工程 工程师 

64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陈方宇 男 1995.03 技术管理 工程师 

65 合肥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刘刚 男 1980.10 电力工程 工程师 

66 安徽圣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曹倩倩 女 1989.11 技术管理 工程师 

67 安徽和义通工程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段利君 女 1981.03 机电一体化 工程师 

68 安徽和义通工程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曾晓燕 女 1985.07 机械电子工程 工程师 

69 安徽和义通工程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马红艳 女 1989.11 
机电设备运行    

与维护 
工程师 

70 安徽省晋昇起重科技有限公司 冯良燕 女 1981.12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71 安徽省晋昇起重科技有限公司 刘敏 女 1978.12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72 安徽省晋昇起重科技有限公司 胡磊 男 1986.11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73 六安市天和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刘传许 男 1973.03 技术管理 工程师 

74 六安市天和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耿天和 男 1973.05 技术管理 工程师 

75 六安市腾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杨传钱 男 1970.03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76 六安市腾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路长江 男 1983.05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77 安徽特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李能保 男 1978.09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78 安徽京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顾志雄 男 1977.04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79 安徽特丰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王容宽 男 1987.10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80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韩立民 男 1968.02 机电一体化 工程师 

81 合肥精都机电仪表有限公司 王平 男 1962.10  机械设备工程 工程师 

 

 

 

 

 



 

 5 

 

2021年度取得机电安装工程和机械设备工程助理工程师                   

任职资格一览表 

序

号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申报专业 资格名称 

1 安徽常消建设有限公司 郭雪美 女 1995.10  工程造价 助理工程师 

2 安徽国怡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王旭 男 1982.05 消防工程 助理工程师 

3 安徽国怡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王健 男 1993.03 消防工程 助理工程师 

4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方太和 男 1990.01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5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田新军 男 1974.02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6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尹伟 男 1997.01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7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波 男 1980.05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8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自强 男 1997.06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9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平 男 1981.11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10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恺 男 1993.12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11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芳 女 1976.08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12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璐 男 1991.05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13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梅雨 男 1988.04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14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超 男 1990.10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15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荣倩倩 女 1992.01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16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谢宜勇 男 1983.07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17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武洋 女 1996.06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18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路遥 女 1992.08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19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阳 男 1991.06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0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闵晓君 女 1988.02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1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妍 女 1998.07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2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成军 男 1975.05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3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房剑 男 1991.05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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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星 男 1984.04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5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云珊 男 1970.02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6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东 男 1990.10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27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鑫 男 1989.07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8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鑫 男 1996.08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29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勇 男 1996.11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30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戴兵 男 1972.03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31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君 女 1978.10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32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涛 男 1990.05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33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军 男 1978.10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34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玲 女 1979.11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35 安徽明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叶亮 男 1984.08 
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36 安徽博锐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陆学义 男 1980.08 机械工程 助理工程师 

37 
马鞍山市青松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高峰 男 1987.11 工程造价 助理工程师 

38 安徽润建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涂文杰 男 1995.07 电气工程 助理工程师 

39 安徽毅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传兰 女 1973.06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40 安徽毅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朱敏 男 1976.02 电力工程 助理工程师 

41 安徽云杉机电有限公司 赵青 女 1988.12 机电安装工程 助理工程师 

42 圣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张曼 女 1987.09 设备安装 助理工程师 

43 圣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程锐 男 1995.11 空调工程 助理工程师 

44 圣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苏悦 女 1996.08 空调工程 助理工程师 

45 圣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尹露露 女 1995.10 空调工程 助理工程师 

46 圣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陈通 男 1995.10 空调工程 助理工程师 

47 圣辉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何晨 女 1997.04 空调工程 助理工程师 

48 安徽圣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汪志超 男 1992.07 技术管理 助理工程师 

49 安徽波澜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周津 男 1992.10 
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50 安徽波澜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周龙洋 男 1997.01 
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 
助理工程师 

51 安徽省晋昇起重科技有限公司 王耀 男 1984.10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52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丁鹏浩 男 1996.01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53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程观童 男 1994.08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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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范仲兵 男 1997.05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55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余默然 男 1995.01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56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刘宇祥 男 1994.11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57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宋浩 男 1995.11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58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杨勇 男 1993.11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59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周攀 男 1996.08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60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彭思康 女 1995.11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61 六安市腾峰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余宏润 男 1997.07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62 安徽中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李桂桂 男 1988.03 机电一体化 助理工程师 

63 安徽腾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余兆云 女 1973.05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64 安徽腾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龙中 男 1974.06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65 安徽广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朱善彪 男 1994.10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66 安徽广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魏证 女 1997.09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67 
凤阳县鑫彪建筑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 
胡龙彪 男 1976.08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68 安徽万顺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焦辉 男 1981.01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69 安徽彬利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朱长海 男 1977.03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70 安徽彬利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韩彬 男 1978.01 机械设备工程 助理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