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2021年水利电力工程中级职务评审结果公示名单(92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  名 申报资格
1 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卢伟 工程师
2 曲靖市富源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李来富 工程师

3 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牛连 工程师

4 会泽县搬迁安置办公室 黄蕊 工程师
5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艾粉仙 工程师
6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陈桃云 工程师
7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戴兴平 工程师
8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邓星萍 工程师
9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罗明朝 工程师
10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王英 工程师
11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杨燕 工程师
12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赵德全 工程师
13 会泽县城乡供水总厂 庄灿 工程师

14 会泽县大井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务所） 王国春 工程师

15 会泽县马路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务所） 张天兆 工程师
16 会泽县娜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务所） 张汝忠 工程师
17 会泽县水利工程管理站 马礼祜 工程师
18 会泽县泽源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陈兴丽 工程师
19 会泽县重点水库管理处 李波 工程师
20 会泽县重点水库管理处 张璟 工程师
21 麒麟区上西山水库管理所 杨茹云 工程师
22 陆良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 方乔丽 工程师
23 陆良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 李瑞鹏 工程师
24 陆良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 马惠芬 工程师
25 陆良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 赵雪松 工程师
26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杜伟 工程师
27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张燕 工程师
28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张勇菊 工程师
29 罗平县水务局 段贵才 工程师
30 罗平县水务局 耿家永 工程师
31 罗平县水务局 何恩付 工程师
32 罗平县水务局 候超 工程师
33 罗平县水务局 刘正邦 工程师
34 罗平县水务局 毛林峰 工程师
35 罗平县水务局 汤保林 工程师
36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陈波 工程师
37 曲靖市麒麟区龙潭河水库管理局 苏杰 工程师
38 曲靖市麒麟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站 李越华 工程师
39 曲靖市麒麟区水务局规划计划建设科 李姝琳 工程师
40 曲靖市麒麟区水务局抗旱防洪服务中心 宋朋昆 工程师
41 曲靖市麒麟区水务局抗旱防洪服务中心 唐雄瑞 工程师
42 曲靖市麒麟区水务局农水科 吴丽梅 工程师
43 曲靖市麒麟区水务局农水科 余燕 工程师
44 曲靖市麒麟区水务局水土保持站 丁粉花 工程师

45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杨延兴 工程师

46 曲靖市麒麟潇湘街道水务所 周宁 工程师
47 云南瑞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蓉 工程师
48 师宗县水务局抗旱防汛中心 张所刚 工程师
49 师宗县冒水洞发电有限公司 牛伟孝 工程师



50 师宗县冒水洞发电有限公司 王丹蕾 工程师
51 师宗县冒水洞发电有限公司 张石坤 工程师
52 师宗县冒水洞发电有限公司 张维孝 工程师
53 师宗县冒水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李艳兵 工程师
54 师宗县冒水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史翱 工程师
55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水务所 张关海 工程师
56 师宗县龙庆彝族壮族乡水务所 张平利 工程师
57 师宗县竹基镇水务所 冯小平 工程师
58 曲靖灌区管理局 曹莹莹 工程师
59 曲靖灌区管理局 江德 工程师
60 曲靖灌区管理局花山水库管理所 李永泽 工程师
61 曲靖市水务局 叶文杰 工程师
62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符宗要 工程师
63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何英 工程师
64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雷松猛 工程师
65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唐涛 工程师
66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杨信 工程师
67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张东方 工程师
68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朱朝敬 工程师
69 云南能阳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赵俊伟 工程师
70 宣威市革香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程永 工程师
71 宣威市革香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丁丙寅 工程师
72 宣威市革香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樊善明 工程师
73 宣威市革香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高健烽 工程师
74 宣威市革香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陶芳 工程师
75 宣威市革香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陶勇 工程师
76 宣威市农村水利站 李俊 工程师
77 宣威市水利规划计划建设办公室 符辰 工程师
78 宣威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所 董娅月 工程师
79 云南滇源建设有限公司 吴兴义 工程师
80 云南浩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奎绍荣 工程师
81 曲靖市沾益区搬迁安置办公室 王泽敏 工程师
82 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余燕琼 工程师
83 曲靖市沾益区河长制办公室 段小香 工程师
84 曲靖市沾益区河长制办公室 马蝶 工程师
85 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张燕春 工程师
86 曲靖市沾益区农村水利管理站 解延东 工程师
87 曲靖市沾益区农村水利管理站 徐云 工程师
88 曲靖市沾益区水土资源管理开发公司 胡贵兴 工程师
89 曲靖市沾益区水土资源管理开发公司 李兆麟 工程师
90 曲靖市沾益区水土资源管理开发公司 施飞林 工程师
91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罗宇 工程师
92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王江 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