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潘太朋

工作单位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硕士学历或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鄱阳县2017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鄱阳县人民政府
EPC（设计采购施工）Ⅰ标总承包项目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0-13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项目建设规模约5.41万亩，建设标准3000元/
亩，投资约1.62亿元。中标价合同价款为人
民币1.5亿元。本人主持完成。

2017-12-14
至

江西分公司总工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施工技术负责人

2018-12-14
平阳县南湖分洪抢险应急工程

平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包括2条分洪隧洞和2座中型水闸，衬砌
后洞宽14.0m，属于超大断面隧洞，合同造
价约8512万元。本人主持完成项目。

2018-12-15
至

项目经理

2020-08-01

工作 钱塘江治理工程浦江县浦阳江治理工程
业绩 （新宅桥至白麟溪段）II标段

浙江省发改委

由浙江省发改委以浙发改设计[2013]87号文
批准立项，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本标段
加固堤防6.41km。本人主持完成。

2015-05-20
至

项目经理

2016-12-20
新昌县钦寸水库工程输水隧洞3标段

浙江省发改委

项目经浙江省发改委浙发改设计(2010)29号
文核准，本标段石方开挖11万立方米，合同
金额7440万元。本人参加完成。

2017-01-20
至

项目副经理

2017-11-01
江山市江山港峡口段治理工程

江山市峡里湖城镇发展有限公司

该项目综合治理河长3.43km，河道疏浚
2.1km，新建堤防5.81km，中标合同价1800
万元。本人参与建设本项目。

2014-09-01
至

项目副总工程师

2015-05-19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朱静波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9-0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金塘北部东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舟山市定海区金塘北部开发投资有限公 在本工程中主持技术工作，编制施工组织设
（一期）工程
司
计及各项方案。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提供技术
服务，对质量及进度进行控制。

工作起讫时间
2016-10-31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17-04-15
慈溪高背浦排涝工程前期抛坝工程

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

主持本工程生产技术工作，编制施工组织设
计及各项施工方案。并对工程中的技术问题
提供技术服务。对质量及进度进行控制

2017-07-18
至

技术负责人

2018-08-01

工作 温州市瓯飞一期围垦工程施工Ⅴ标段
业绩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工程为省重点工程，一级一等工程，主要
负责标准化建设及安全生产工作。温州市及
全国文明标化工地；瓯江杯

2013-06-20
至

安全负责

2016-10-31
湖北省沿渡河流域梯级开发白磷岩、杨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家坝电站

本工程为省重点工程，担任技术负责人主持
生产技术工作。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
工方案。工程质量及进度进行控制。

2007-10-10
至

技术负责人

2013-04-1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包锦锴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一种用于大体积混凝土的止水铜片防水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深度参与研发。为解决大体积混凝土防
结构
水的问题研发一种新型止水铜片防水结构，
要求施工操作简单，不增加投入，防水性能
优异。

2016-01-04
至

钱塘江中上游衢江（衢州段）航运开发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程塔底船闸工程

2015-05-01
至

主要负责工程结构技术管理，是经浙江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浙发改设计[2012]9号）
核准同意建设，是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副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第三发明人

2017-10-02
水运工程师兼项目副总
工

2018-07-31

工作 衢州塔底水利枢纽拦河坝改造工程土建
业绩 标

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该工程经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衢发改
中[2018]4号）核准建设，1#-5#橡胶坝改造
成23孔钢闸门，单孔净宽15米。

2018-08-01
至

项目副总工

2018-11-29
涡河蒙城枢纽建设工程土建施工及安装 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亳州市物价 负责施工管理、主持工程技术，该工程由亳
工程标（Ⅰ标）
局）
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亳州市物价局）（
亳发改投资[2018]44号）核准同意建设。

2018-12-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21-06-07
塔底船闸QC小组降低安全生产习惯性违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课题活动。通过统计、分析诱发安全生
章发生率
产习惯性违章的影响因素，制定末端要因的
对策措施，降低违章发生，保证施工生产安
全。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第一完成人

2016-09-30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2016-06-26
至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陈锡栋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南运河综合整治二期工程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绍兴市柯桥区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2-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对河段进行综合整治，全长4.43km。施工包
括河坎整修、护岸、河埠、排水渠道等。作
为项目经理积极沟通，保质、安全完成。

2015-04-01
至

湖南分公司总经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5-08-21
2017年度苏州河（普陀区）堤防专项维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水务工程建设中心
修工程

沪水务[2017]569号，拆除重建防汛墙
572m，新建防汛通道2533.8m2、敷设雨水管
等。作为项目经理合理安排任务

2017-12-19
至

项目经理

2018-05-30

工作 镜湖新区梅山江、北环河清淤工程
业绩

绍兴市城北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绍镜经[2016]16号，清淤总长4106.6m，总量
54万m3，通过淤泥固化解决堆放问题，作
为技术负责人积累了新的经验

2016-06-28
至

技术负责人

2017-04-10
白莲泾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四 上海市浦东新区河道管理实事务中心
期）

工程等别Ⅲ等，3级堤防，河道全长
8.13km，疏浚19万多立米，护岸等。作为技
术负责人对河道通航要求架设雷达，确保安
全。

2018-06-05
至

绍兴县防洪排涝河道整治一期工程壶瓶 绍兴县河道防洪排涝整治工程建设指挥 主要建筑物3级，防洪设计50年一遇。拆除
山至马鞍横湖陆段河道治理工程第Ⅸ施 部
并新建6座桥梁，被指派项目副经理，针对
工标段
进场道路狭窄，工期紧，积极沟通，协调施
工。

2015-08-28
至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2018-12-30
项目副经理

2016-04-25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技术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程玉波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海盐县区域（武原片区）防洪排涝工程 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
中心区（主城区+武原新区）一期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2-2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市重点工程，团结港闸站排涝30m3/s，引水
10m3/s，盐北河闸站排涝10m3/s，引水
10m3/s，参与初设及施工图

2015-12-04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主要设计人员

2018-02-05
建德市李家镇石鼓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水库设计洪水标准5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500年一遇，大坝为重力墙堆石坝，最大坝
高44.23m；主持初设及施工图编制。

2016-07-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08-15

工作 诸暨市店口镇渔村湖泵站改建工程
业绩

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

泵站设计排涝流量3.40m3/s，总装机功率
285KW，主要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20~50年
；主持初设及施工图编制。

2018-04-14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12-23
浙江省诸暨市浦阳江治理二期工程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工程，加固和提升改造堤防总长
66.65km，防洪标准10~50年，参与主持初设
及施工图编制，目前主持施工设代工作。

2017-03-15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02-25
湖州市濮溇水闸工程安全评价

湖州市水利局

水闸工程为Ⅱ等，建筑物级别为2级，设计
洪水标准100年一遇；主持完成现场调查、
安全检测、安全复核及安全评价报告编制。

2015-01-12
至

项目负责人

2015-08-2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狄建刚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江南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嘉兴市域外配水工程（杭州方向）管道 嘉兴市原水投资有限公司
二标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9-0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程造价42953万元。输水管道线路总长
28.7Km。工程等别为Ⅰ等。本人担任项目
经理，全面主持该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

工作起讫时间
2019-02-25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9-08-01
萧围东线二十至外十八工段标准塘工程 杭州大江东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Ⅱ标段

工程造价8868万元，含1981米标准塘、内沿
塘河及管理房。主要建筑物标准塘为1级。
担任项目副经理，参与主持施工管理。

2015-07-15
至

项目副经理

2016-10-31

工作 新城万丈塘东段提升改造工程(体育路-渔 舟山海城建设有限公司
业绩 港桥)海堤部分-Ⅰ标段

工程造价1583万元，内容为1.2Km旧海塘提
升改造，工程等别Ⅰ等，防潮标准100年一
遇。担任项目经理全面主持施工管理。

2016-11-02
至

项目经理

2017-12-28
乐清市大荆溪防洪一期工程

乐清市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2620万元，建设内容为3.5公里堤
防提升改造，新建冲砂闸、翻板坝、新建上
花坦堰坝等。本人参与项目的施工管理。

2018-01-02
至

项目副经理

2018-12-31
金东区金华江治理工程施工一标

金华市孝顺水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合同价3545万，包括：堤防整治2600m、改
造泵站1座；改造穿堤涵管2处。本人担任技
术负责人主持项目的施工技术管理。

2013-11-13
至

技术负责人

2015-07-0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丁洁晶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宁海县胡陈港水闸拆除重建工程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宁波市水利局；宁海县发展和改革局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0-12-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项目等级为Ⅲ等，批文为宁发改投资
[2015]171号和239号。主持完成电气项建、
初设、施工图及综合信息自动化方案。

工作起讫时间
2015-05-11
至

主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主持电气专业负责人

2017-06-15
上海市西部地区流域泄洪通道防洪堤防 上海市水务局
达标工程（金山区七仙泾）

上海市政府重点督办项目，工程等级Ⅱ等，
可研批号沪水务[2015]1263号；初设批号沪
水务[2016]782号。主持

2015-05-12
至

主持电气专业负责人

2018-08-21

工作 上海市西部地区流域泄洪通道防洪堤防
业绩 达标工程（金山区徐泾港）

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政府重点督办项目，工程等级Ⅱ等，
可研批号沪水务[2015]1262号；初设批号沪
水务[2016]918号。主持

2015-05-21
至

主持电气专业负责人

2018-08-09
临安里畈水库二级电站技术改造工程

临安市水利水电局

工程等级为Ⅲ级，初设批复为临水[2014]135
号，主持完成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2014-04-23
至

项目经理；电气主设

2016-01-06
格鲁吉亚 Khelvachauri i 变电站+水电站项 格鲁吉亚供电局；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 格鲁吉亚重点工程，变电站两台62.5MVA主
目
股份有限公司
变，电站6台灯泡贯流式机组，IEC标准设
计难度大。机电投资3千万美元(主持)

2013-03-20
至

项目经理+电气负责人

2016-03-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综合服务中心（农业公共服
务站）

申报人姓名

丁忠芬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其他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浙江省清淤任务，富阳区发改重点工程 浙江省水利厅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清淤整治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5-08-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富水电[2015]103号，浙治水办发[2016]19号
，20年一遇工程等别为I等，概投447.62万。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5-05-27
至

杭州市富阳区灵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8-10-31
独流入海钱塘江治理工程－富春江治理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工程灵桥堤

浙发改设计[2013]172]号。加固灵桥堤2542
米。本人代表镇政府负责前期拆迁、主持机
埠改造工程，参加堤防工程管理。

2013-04-30
至

业主代表，项目管理

2019-07-19

工作 富阳区灵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业绩

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浙综办[2014]97号批复以防洪抗旱除涝降渍
为主，治理面积0.75万亩。总投资1540万元
。独立主持全部项目的建设管理

2014-04-06
至

项目负责人，业主代表
，现场管理

2018-04-26
富阳区发改项目江南新城第一批应急工 富发改投[2018]191号
程灵桥镇新华村饮用水工程

富发改投[2018]191号，选坝址，筑重力式拦
水堰蓄水，上坝道路拓宽，水土保持挡墙，
管网铺设。本人主持，负责技术质监

2017-07-07
至

技术 负责人

2019-07-26
中央资金项目，富阳区重点工程灵桥镇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山基村直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除漏，堵坝下涵管换虹吸管排水，工作便桥
，浦 淤，坝面绿化整治，溢洪道维修代表
镇政府主持本工程，负责技术指导管理。

2015-08-28
至

技术 负责人

2019-07-26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杜丽云

工作单位

杭州市余杭区水文水资源监测站

硕士学历或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国家基本雨量站“无人值守、有人看管 浙江省水文局
”工作推进试点

水文资料审查

杭州市水文水资源监测总站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7-10-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我负责基本雨量站“无人值守、有人看管”
工作试点工作。完成了8个站的场地改造与
设备安装，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
供参考

2014-02-20
至

负责余杭区所有资料站的数据整理分析、在
站整编，并作为专家参加省级、市级资料审
查。

2018-01-01
至

副站长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5-04-29
主要编写人员

2018-12-31

工作 杭州市余杭区水文测站任务书
业绩

浙江省水文局

紧紧围绕水文测验改革,做好水文测站任务
书修编工作,包括水文测站任务调整核定\水
文测报方案修编\水文应急监测方案编制等

2018-04-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10-3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方芳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1-08-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兰溪市钱塘江堤防加固工程（二期）钢 兰溪市水务建设工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省重点工程等别为Ⅱ等工程。完成本工程所
闸门制作及启闭机设备采购
有闸门制造防腐售后等工作，平面滑动闸门
最大孔口尺寸宽7m×高3.2m，主持工作。

工作起讫时间
2018-11-30
至

贵州分公司副经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19-12-31
新昌县钦寸水库工程金属结构（含阀门 浙江钦寸水库有限公司
采购）和机电设备安装项目

Ⅱ等大（2）型水库，省重点工程。总装机
容量为2.75MW。本人主持工作，2019年6月
完成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程质量优良。

2013-10-19
至

项目副经理

2017-05-25

工作 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平寨、渠首电站
业绩 、革寨1、2#泵站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贵州省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

Ⅰ等大（1）型水利枢纽国家重点工程，主
持工作。电站总装机容量136MW，泵站总
装机11.6MW。2016年6月投入运行。

2012-12-25
至

电气技术负责人

2016-02-17
镇海区张鑑碶闸站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 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程

宁波市防洪排涝“2020”行动计划项目，总
净宽12m的水闸，总流量20m3/s的潜水轴流
泵站。工程等别为Ⅲ等。主持工作。

2017-05-10
至

项目经理

2018-06-15
德清县东苕溪湘溪片中小流域综合治理 德清县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期支流治理工程机电标

省重点工程，工程等别为Ⅲ等。合同内容为
：南津桥泵站、红山泵站、南津桥闸等7个
闸站的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主持工作。

2018-05-20
至

技术负责人

2018-11-29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方小卫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7-08-30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台州市路桥区金清老港通航排水闸工程 台州市路桥区金清渔港建设开发有限公 全面主持该项目工作，内外沟通解决工程中
司
遇到的实际困难以及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

工作起讫时间
2011-07-18
至

分公司副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4-07-20
四川省青川县竹园镇梁沙坝防洪堤工程 浙江省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 全面主持该项目工作，内外沟通解决工程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以及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

2009-05-05
至

项目经理

2010-04-30

工作 温岭市金清新闸二期排涝工程
业绩

温岭市排涝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主持编写相关专项施工方案，解决施工过程
中遇到的专业技术问题，对外沟通解决工程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2015-04-09
至

项目副经理

2016-12-30
台州市路桥区白沙外堤海塘加固工程

姚江上游西排工程施工1标

台州市路桥区金清渔港建设开发有限公 独立完成白沙外堤海塘加固工程实施性施工
司
组织设计，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专业技术
问题，对外沟通解决工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

2010-09-30
至

浙江省水利水电建设控股发展公司

2017-02-22
至

主持编写相关专项施工方案，解决施工过程
中遇到的专业技术问题，对外沟通解决工程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项目副经理

2013-12-07
项目副经理

2019-08-13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丰选富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其他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淳安县安阳乡自来水厂新建工程

淳安县安阳乡农业公共服务中心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淳安县发改委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4-09-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主持该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该
项目日供水能力400吨以上，供水人口达
1800余人口，总投资598余万元并验收合格

2007-08-08
至

水利员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建设管理与质量监督

2018-12-31
浙江省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安阳乡乾源水 淳安县发改委
库小（二）型

工作 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淳安县
业绩 2016年度项目

浙江省水利厅

主持该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该
项目护坡、翻坝换涵管，新建启闭机房，溢
洪道整修及坝体防渗处理等，总投资120万
元

2011-11-01
至

主持该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质量监督，该项目
完成了受益面积1650亩，改造渠道长
14.55KM，总投资288.15万元

2016-09-01
至

建设管理与质量监督

2012-07-31
建设管理与质量监督

2016-12-30
2016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上梧溪山区小 中国农业农村部
流域农业生态工程

主持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质量监督，该项目治
理面积6500亩，工程涉及10个行政村，25个
自然村，工程总投资1127.19万元

2016-08-08
至

建设管理与质量监督

2017-03-31
2017年度淳安县安阳乡安阳重要堤防工 淳安县发改委
程

主持该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该
项目完成了新建、加固防洪堤764.6米，新
建景观堰坝3座，总投资546万元

2017-10-02
至

建设管理与质量监督

2018-01-3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韩留根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广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上虞区章镇镇童山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上虞区章镇镇人民政府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1-08-3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防洪标准按30年一遇设计，三百年一遇校核
，工程等别为IV等，主要建筑物为4级。

2013-12-20
至

副总经理
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6-09-29
余姚市姚江城区段堤防加固工程（三期 余姚市水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现: 设计图纸范围内的堤防护岸、桥梁(不含新
）第1标段
余姚市流域防洪工程建设指挥部）
四中桥)、拦水堰、排涝站、雨水管和河道
截污及景观绿化等.

2017-11-30
至

技术负责人

2019-08-30

工作 余姚市泗门镇五塘横江整治工程Ⅱ标
业绩

余姚市泗门镇人民政府

河道疏浚、砌挡墙、排水管道、小桥等。

2011-07-30
至

项目经理

2012-01-16
嘉善县2010年度鑫锋高标准农田建设示 嘉善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范工程项目渠系工程2标段

埋设管道4.27公里，衬砌灌渠13.56公里，排
渠17.82公里

2010-05-19
至

项目经理

2011-06-30
玉环县漩门湾3-5土地开发项目工程

玉环海洋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漩门三期围涂内141.88公顷土地，达到农业
生产所要求的一般耕地，耕地利用方式为旱
地。

2017-02-21
至

项目经理

2018-09-28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郝敏存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绍兴市新三江闸排涝配套河道南片拓浚 浙江省发改委
工程-外官塘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5-09-20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浙发改设计【2013】134号批准，属省重点
工程，为Ⅲ等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100年
一遇。本人起主持作用；

工作起讫时间
2014-08-01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15-09-30
岱山县双剑涂围涂工程变更一期工程

浙江省围垦局

浙围设计【2016】31号文批准建设，属浙江
省重点围垦工程，设计防潮标准为50年一遇
；本人起主持作用；

2016-11-26
至

项目经理

2019-08-04

工作 温州市鹿城区西向排洪工程卧旗大河施
业绩 工Ⅱ标

浙江省发改委

浙发改设计【2004】4号批准，属省重点工
程，为Ⅱ等工程，设计洪水标准50年一遇，
校核洪水标准100年一遇，本人属参加；

2011-03-21
至

质检员

2013-06-28
玉环县漩门三期围垦工程（冲坦排涝闸 浙江省发改委
土建）

浙发改设计【2004】52号批准，属省重点工
程，为Ⅲ等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100年一
遇，本人起主持作用。

2007-10-02
至

技术负责人

2011-03-20
洞头县北岙后二期围垦西围堤工程

浙江省围垦局

浙围建【2001】36号文批准建设，属Ⅲ等防
洪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本人担
任项目副经理，属主要参加；

2002-05-01
至

项目副经理负责施工生
产安全管理

2007-10-0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胡伟利

工作单位

杭州市萧山区钱塘江灌区管理处

硕士学历及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杭州市小砾山排灌闸站除险加固工程西 浙江省水利厅、萧山区发改局
水东引河道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7-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浙水许〔2008〕45号批复，概算总投资
18700万元。本人主持整体项目中的济民河
泵站和青口闸工程项目建设。

工作起讫时间
2015-11-03
至

主任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7-08-03
萧山区钱塘江（七甲闸至五堡闸段）海 浙江省发改委、省水利厅
塘加固及船闸工程一期项目

浙发改农经〔2011〕744号，新建七甲船闸
一座，新建标准塘660米。Ⅰ等工程，概算
投资1.34亿元，主持工程项目建设。

2011-06-02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07-27

工作 萧山区顺坝排涝闸站工程
业绩

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萧发改投资（2012）1181号文立项 ，排涝流
量50m3/s、Ⅲ等工程，概算投资为1.31亿元
，主持项目建设。

2015-11-03
至

业主代表

2017-07-27
四工段排涝闸迁建工程

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萧发改投资（2011）1708号，大（2）型泵
站 排涝流量50m3/s，百年一遇标准塘，Ⅰ
等工程，参加项目建设。

2009-07-03
至

业主代表

2013-11-03
钱江世纪城G20核心区块水质提升工程

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本人主持项目建设，实施钱江世纪城水质提
升，投资5000万元。确保了G20峰会顺利召
开，获得省“杭州G20峰会先进个人”。

2016-05-01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08-0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蒋尔娟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淳安县凤林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淳安县2018年度威坪镇农村饮水安全提 浙江省水利厅
升工程（横石村、五星村、坑下村、贤
茂村、三坦村、蔗川村）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8-10-08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浙水计【2017】32号文。管道总长
25.430km，解决6个行政村3600人口饮水提
升，造价243万元。主持

工作起讫时间
2018-08-16
至

经营科长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8-11-23
衢州市柯城区衢江干堤加固一期工程
（2009年实施堤防）一标段

衢州市发改委

衢市发改发[2008]316号。新建20年一遇防洪
堤0.68km，总投资431.22万元。主持完成全
面施工任务。

2009-10-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0-03-25

工作 淳安县后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业绩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浙水管【2009】64号。保护人口550余人，
灌溉面积800余亩，电站装机600kw，总库容
115万M3。主持技术负责。

2010-03-29
至

技术负责人

2010-11-20
桐庐县丘坞水库保安工程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桐水利[2007]72号，总库容26.7万m3的小（
二）型水库。总投资105万元。支持完成该
工程全部施工任务

2008-09-30
至

项目负责人

2009-04-15
千岛湖镇龙门隧道复线工程

淳安县发展和改革局

线路全长730米，其中隧道段长290米，路宽
14米，概算5617万元，缓解交通现状压力，
主持项目编审、变更、结算

2012-11-20
至

项目编审负责人

2018-05-1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金钟铭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温岭市担屿围涂工程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主持技术工作，省重点，等级Ⅲ等，50年一
遇，海堤总长4055m，水闸3座，流量
617m3/s,概算总投资为39342万元

2012-09-01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6-02-29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场浦排涝调蓄工程施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Ⅳ标段

主持工程实施，省重点，等级Ⅲ等，20年一
遇，整治河道总长18.2km，总投资约为21.7
亿元。IV标段河道长4.2km

2016-03-01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8-12-31

工作 台州市引水工程(取水口及茅坦隧洞工程) 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业绩

主持技术工作，省重点，等别II等，50年一
遇，总投资37.2亿元。取水口及茅坦隧洞工
程包括：输水隧洞长1.45km。

2019-01-01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9-08-0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孔贤锋

工作单位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硕士学历及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建德至江山公路衢州市横路至航埠段工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程防洪影响评价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7-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主持。省重点建设项目。一级公路，主线和
支线全长 23.87km，项目总投资11.9亿元，
由浙江省水利厅和衢州水利局批复。

2016-12-01
至

副所长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主设

2017-06-30
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路桥至椒江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沿海公路工程防洪影响评价

主持。省重点建设项目。一级公路，主线全
长 17km，项目总投资25亿元。防洪评价由
台州水利局批复。

2016-04-01
至

项目负责人，主设

2016-07-31

工作 浙江省泰顺县文祥湖水库初步设计
业绩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建设项目，新建水库库容643万立方
米，工程总投资2.0亿元，本人负责水文及
规模章节。

2014-08-01
至

水文及规模负责人，主
设

2015-06-16
上海市西部地区流域泄洪通道（金山区 上海市水务局
） 七仙泾防洪堤防达标工程 可行性研究

技术负责人，Ⅱ等工程，防洪标准50年一遇
。加高加固、新建堤防总长9.62km，工程总
投资2.45亿元。

2015-01-09
至

技术负责人，主设

2015-09-09
建德市寿昌江中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建德市人民政府

主持。流域面积689km2，规划总投资4.4亿
元，杭州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示范推进11条
综治工程，由建德市人民政府批复通过

2015-08-01
至

项目负责人，主设

2017-06-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来庆

工作单位

杭州市萧山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本科双学历或双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2017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党湾、渔塘畈 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3-09-26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建设高标准农田0.8万亩。总投资1328万元
。主要工程量:衬砌渠道29.3公里;机耕路10.3
公里。主持项目实施。

2016-10-10
至

常务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8-12-31
义桥镇河口机埠改建工程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从事河口机埠改建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对
存在的质量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总投资
913万元（萧发改投资【2015】429号）

2018-10-26
至

质量监督工作

2019-07-15

工作 2015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甘露高标准农
业绩 田建设项目

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建设高标准农田0.5万亩项目总投资960万元
。主要工程量:机埠1座,衬砌渠道15.66公里
，机耕路4.34公里。主持项目

2014-10-15
至

项目负责人

2016-12-31
萧山区浦阳江治理工程（二期））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发改设计【2015】83号，本工程位于钱塘
江重要支流浦阳江萧山境内河段。堤防加固
总长55.063km。总投资42亿元。

2017-08-13
至

技术管理和现场管理

2019-07-15
2016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浦阳高标准农 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田建设项目

高标准农田0.5万亩，总投资960万元，主要
工程有：机埠2座，衬砌渠道10.64公里，机
耕路6.04公里。主持项目实施。

2015-09-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12-3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李慧娟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2-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北仑区梅山水道抗超强台风渔业避风锚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水道建设管理指挥部 本工程2017年省重点II等工程，担任质量负
地工程（水工部分）第3标段
责人主要参加本项目的实施。

工作起讫时间
2017-07-20
至

项目负责人
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质量负责人

2018-12-25
青田九湾仙峡水电站机电设备安装及钢 青田星汇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管制作安装施工项目

本工程为小型工程，装有3台混流卧式水轮
发电机组，担任项目负责人主持本项目工作
。

2017-05-17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11-15

工作 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慈江闸站闸门
业绩 及埋件采购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本工程为2017年省重点II等工程，规模为
100m3/s，担任项目副经理主持本项目实施
。

2015-01-05
至

项目副经理

2018-12-20
德清县五闸排涝站开关柜搬迁及主电机 德清县水利工程管理所
、主水泵大修项目

本项目为中型泵站，设计流量为50m3/S，作
为技术负责人主持本项目工作。

2016-01-12
至

技术负责人

2016-04-20
甘肃大通河永和水电站工程机电设备安 甘肃平兴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装工程

二台单机容量为6.3MW的水电站安装，担
任技术负责人，主持本项目的实施。

2016-04-25
至

技术负责人

2017-04-17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李苏君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淳安县凤林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淳安县2018年度浪川乡水库除险加固工 浙江省水利厅
程（下横宅水库）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主持该项目施工管理工作。该工程为浙江省
水利厅立项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额为350
万。

2018-08-10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9-03-29
淳安县铜山水库管理手册编制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浙江省水利厅

主持铜山水库管理手册编制。该水库为中型
水库，省级立项实施标准化管理创建，本人
为该水库管理手册编制第一起草人。

2018-02-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05-15

工作 台州市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施工6标投标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发改委 主持该项目投标文件编制，独立完成投标报
价文件编制。该项目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
业绩 文件编制
，工程中标合同价为4130.7455万元。

2017-01-01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01-19
上虞市虞北平原滨江河—沥北河整治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发改委 主持该项目投标文件编制，独立完成投标报
程施工 8 标投标文件编制
价文件编制。本项目为浙江省重点建设工程
，工程总投资额为7000万元。

2018-03-26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04-23
开化县常山港华埠段工程施工3标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发改委 主持该项目技术工作。该项目为浙江省重点
建设项目，工程投资额为1327.5521万元。

2016-03-01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8-02-04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李永东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温州市鹿城区西向排洪（卧旗大河）工 浙江省发改委
程施工2标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6-09-08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省发改（2002）1130号文批建，总投资4615
万元，防洪标准50年一遇，本人主持工作

2010-07-02
至

项目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4-08-31
杭嘉湖地区环湖河道整治工程施工1标

浙江省发改委

省发改设计（2011）13号文批建，总投资
14589万元，永久建筑物2~4级，防洪标准50
年一遇，本人主持工作

2014-08-31
至

项目经理

2018-02-08

工作 绍兴县防洪排涝河道整治一期工程第十
业绩 五标

浙江省发改委

省发改设计（2014）55号文批建，总投资
7443万元，工程等级为二等，防洪标准50年
一遇，本人主持工作。

2018-02-08
至

项目经理

2019-07-3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刘红掌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余姚市陶家路江泗门泵站工程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新昌钦寸水库工程坝区枢纽土建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2-18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省重点工程，大（1）型工程，主持完成工
程技术工作及工程竣工结算资料，参与工法
及QC编制。获得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
地。

2014-01-01
至

省重点工程，获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
，主持及参与编著实用新型专利、工法、
QC工作。

2015-07-01
至

项目副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15-06-30
质量负责人

2017-12-31

工作 姚江上游余姚西分工程II标段施工2标
业绩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工程，主持及独立完成现阶段隧洞爆
破施工方案评估及铁路爆破安全协议签署和
试爆工作，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2018-01-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9-08-03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刘明

工作单位

浙江江南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科双学历或双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靖江街道靖东横河综合整治和截污纳管 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9-0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施工现场整体施工安排，施工现场人员、设
备、材料等调用

2017-05-15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副经理

2017-09-16
温州市灵昆南线标准堤及环岛南河工程 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施工II标段）

主持工程全面施工管理工作、与地方政府协
调政策处理方面工作、组织编制施工组织设
计、主要施工方案等

2012-09-15
至

项目经理

2017-04-15

工作 义乌江综合治理工程（白沙湖段）
业绩

义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持该工程的全面管理工作，对外协调政策
处理，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负责全面责
任。

2017-09-17
至

项目经理

2018-07-1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刘云军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瓯江航道整治工程丽水段（船寮镇黄言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村-温溪镇驮滩上游）航道工程Ⅰ标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12-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厦门海沧南部3#
高级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本工程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500吨级高
桩梁板式内河泊位（水工结构均按靠泊1000
吨级内河泊位设计）。

2017-07-01
至

担任项目经理主持工程
施工管理

2018-10-31
洞头县环岛西片围涂工程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工程是列入《浙发改基综〔2012 〕1337
号》文件的2012 年省重点建设农水项目，
为III等中型工程。

2013-03-01
至

担任项目副经理全面负
责工程施工

2017-06-30

工作 厦门海沧南部3#排洪渠（马青路－角嵩
业绩 路段）工程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该工程为厦门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该工程
合同价6107.16万元，新增工程量约一千万
元，已通过业主组织的完工预验收。

2018-11-01
至

担任项目经理主持工程
施工管理

2019-08-06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吕向东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甘肃省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总干渠7#隧洞 甘肃省水利厅
3#红山屲斜井标段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2-18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工程规模为大2型2等工程，主持工程全面管
理。编制采用长大管棚处理隧洞塌方施工方
案。

2011-02-25
至

直属项目部/项目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5-03-26
绥阳县青龙堡水库工程

修建水库工业园区供水，骨干水源工程 工程规模为小1型4等工程。编制实施性施工
，立项单位遵义市水务局
组织设计，并组织实施。

2015-07-20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9-08-07

工作 务川县兰草湾水库工程
业绩

灌溉、生产及生活用水，扶贫攻坚项目 工程规模为小1型4等工程，负责生产、技术
，立项单位遵义市水务局
顾问。编制面板混凝土施工方案，并组织实
施。

2017-03-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8-11-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罗煜平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富阳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富阳市万市镇龙王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富阳市水利水电局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7-10-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水库为富阳唯一的堆石坝，鉴定为三类，一
直无法蓄水。设计供水12450人灌溉1000亩
。投资2347万元。本人独立设计。

2009-05-01
至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0-11-01
富阳市东大道区域山区排洪工程

富阳市发改局

工程主要解决东大道项目的防洪问题，防山
洪设计标准为10年一遇，工程等别为Ⅳ等
，总投资4528万元。本人主持设计。

2009-03-01
至

项目经理

2009-11-01

工作 富阳区金桥北路延伸工程（高桥西路
业绩 ~320国道）坑西溪改造工程

富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受地铁和金桥北路影响，坑西溪实施改道。
按20年一遇设计，改道1369m，建堰坝4座
，箱涵1座，投资1527万。独立完成。

2017-02-13
至

项目经理

2017-05-31
富春江咕噜咕噜岛湿地公园防洪排涝工 富阳区水利水电局
程

工程以防洪排涝为主，兼顾水环境景观改善
。20年一遇设计，防洪堤2138m，涵闸2座
，涵管3处，投资4120万。独立完成。

2016-08-01
至

项目经理

2019-11-29
富阳区富春街道宵井村垦造水田项目
2017

富阳区国土资源局

类型为垦造水田。立项面积87.3135亩；新
增水田67.64亩。投资934.42万元。独立完成
。

2017-09-01
至

项目经理

2017-11-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毛金清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水电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西湖区富春江引水应急工程——沿山南 杭州市西湖区林业水利局
渠引水工程、北支江疏浚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西林水[2017]60号文批复。主持沿山南渠引
水工程、北支江疏浚工程及沿山南渠的道路
和景观工程，中标价11790万元。

2017-03-25
至

经营科副科长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7-12-27
江南镇赵家浦河道整治工程（唐家坞村 桐庐县水利水电局
段）

主持主要整修防洪提1716.15m，主要内容包
括河道整治、箱涵、机耕路等

2014-07-07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4-12-20

工作 玉环县芳清河系河道整治一期工程
业绩

玉环县发展和改革局

玉发改审[2014]175号文，主持新技术液压升
降坝节制闸3座、整治河岸7309m、疏浚7.35
万m3，造价1671万元

2015-08-20
至

项目经理

2017-10-31
桐庐县富春江干堤加固一期工程浮桥埠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委员
堤施工1标

浙发改设计[2011]12号文。主持土方开挖回
填、C25砼灌砌石挡墙、U450型板桩、抛填
块石混合料、钢筋制安、灌注桩等

2013-01-18
至

项目经理

2014-05-30
杭州市七堡排涝泵站扩建工程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杭发改审[2014]94号，工程扩建后总装机流
量达到60m3/s，主要包括新建泵站、箱涵及
配电用房等。主持完成整个项目。

2014-12-08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5-11-2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毛驹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独流入海钱塘江治理建德市新安江、兰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治理一期工程莲花溪出口至下塘段、
大洋段、麻车段初步设计报告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1-09-27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浙发改设计〔2015〕64号文批复，工程总投
资14407万元，护岸长8.94km，新建水闸2座
、桥梁1座，主持完成。

2015-04-01
至

项目负责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5-08-06
常山县龙绕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九都 常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至伏江段）初步设计报告

常发改投资〔2017〕68号文批复，治理干流
14.547km，支流1.72km，工程投资11079.61
万元，主持完成。

2017-05-08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09-27

工作 上海市宝山区练祁河（塘西街~潘泾）河 上海市水务局
业绩 道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沪水务〔2018〕154号文批复，整治河道
2.77km，疏浚8.93万m3，工程总投资5335.01
万元，主持完成。

2017-09-12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12-26
常山县招贤镇官塘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 衢州市水利局
步设计报告

衢州水利〔2016〕125号文批复，总库容
197.02万m3，总投资869.5万元，主持完成。

2016-05-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6-08-09
上海市金山区兴南西圩圩区建设及增建 上海市水务局
圩圩区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含初步设
计）报告

沪水务〔2018〕1049号文批复，沟通河道
1.195km，泵（涵）闸8座，工程总投资
3969.88万元，主持完成。

2018-05-16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08-1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潘广强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平湖塘延伸拓浚工程（北市河平湖市段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1-08-3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浙江省发改委批准，国家172项重点水利建
设项目，新建堤防护岸约16.79km及
12.483km 河道水下土方疏浚 主持

工作起讫时间
2015-10-22
至

技术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19-08-15
乐清市乐海北片围涂工程

浙江省围垦局

省重点围垦项目，浙江省围垦局批准围涂规
模6046亩，堤长2335.5m，纳排水闸1座1孔
*3m 主持

2010-03-04
至

项目经理

2012-12-19

工作 乐清湾港区南区河道一期工程
业绩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准，新开河道
4350m，护岸总长8571.73m，概算投资工程
部份15739.59万元 主持

2012-10-3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5-10-2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屈明明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美丽洲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余政储出（2016）16号地块开发项目水土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
保持方案报告书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工程占地3.8484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20.35
万方，本人独立完成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工作

2016-09-28
至

项目负责人及报告书主
编

2016-10-31
杭州？西溪SOHO办公中心项目水土保 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
持评估报告

工程挖填土石方15.86万方，对于建成区实
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评价，独立完成评估
报告编制工作

2018-07-27
至

项目负责人和报告主编
人

2018-08-28

工作 正元智慧总部大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业绩 告

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

工程挖填土石方总量8.64万方，工程建成后
对工程进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独立完成文
本编制工作

2019-05-30
至

主编

2019-06-17
余政储出（2011）10号地块项目水土保持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
设施自验报告

工程开挖土石方总量3.97万方，独立完成工
程水土保持验收文本编制工作

2016-07-20
至

主编

2016-08-15
诸暨市草塔镇古街综合整治工程—生活 诸暨市草塔镇人民政府
污水治理工程（莼塘东村）

建设四个自然村的污水收集工程，包括雨污
水管网、检查井、化粪池、路基工程等。为
工程施工项目经理

2018-03-15
至

项目经理

2018-12-24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沈钱林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萧山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临海市大田平原排涝一期工程庄头、大 临海市发改局
路王段及邵家渡港整治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9-0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等级III等，防洪
标准重现期为50年一遇，中标价5476.0288万
元。本人为主持管理本项目。

2017-08-29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9-04-25
2012年丽水市梁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II标 丽水市莲都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段

主持项目全面工作。新建灌溉渠道2.84km，
新建排水沟5.21km，新建机耕路2.93km，理
设引水PE管2400m。

2012-04-25
至

项目经理

2013-12-19

工作 天台县始丰溪治理一期工程(T7标)
业绩

天台县河道管理站

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等级为4级，主
要建筑物防洪标准20年一遇。本人承担项目
技术负责人，负责技术质量管理。

2013-12-20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4-06-19
萧围东线二十至外十八工段标准塘工程I 杭州市萧山区钱塘江灌区管理处
标

工程主要建筑物标准海塘级别为1级，防洪
防潮标准为100年一遇加12级风，中标价
8182.7209万元，本人主持完成。

2015-09-25
至

项目经理

2017-03-23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石青青

工作单位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科双学历或双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上海市西部地区流域泄洪通道（金山区 上海市水务局
）徐泾港防洪堤防达标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4-11-18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上海市政府重点督办项目，上海市水务局批
复工程等级为Ⅱ等，堤防级别为二级，作为
地质专业负责人，主持完成勘察工作。

2016-02-01
至

主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地质专业负责人

2016-10-22
杭州市余杭区上塘河和余杭塘河引配水 杭州市余杭区林业水利局
提升工程

余杭区林水局批复余林水[2018]104、105，
中型引配水提升工程，包括两个泵站，设计
流量15.6、11.0m3/s。

2017-04-15
至

地质专业负责人

2018-03-14

工作 北湖围堤安全鉴定工程
业绩

杭州市余杭区林水局

北湖滞洪区洪水标准二十年一遇、滞洪库容
为1701万m3，其工程级别为3等，建筑物级
别为3级。对围堤进行安全鉴定的勘察工作

2017-07-27
至

地质专业负责人

2017-09-12
西湖区三墩片引水工程

西湖区林水局

西湖林水局“西林水[2017]50”批文。新建
引水泵站，设计引水流量8.55m3/s，新建两
座节制闸，工程等别为Ⅳ等。

2017-04-08
至

地质专业负责人

2017-08-09
上海市西部地区流域泄洪通道防洪堤防 上海市水务局
达标工程（金山区七仙泾）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上海市政府重点督办项目，上海市水务局批
复工程等级为Ⅱ等，新建堤坊9公里余，作
为地质专业负责人主持完成初设阶段勘察工
作。

地质专业负责人

2016-10-25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2016-02-01
至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宋明蕊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桐庐县奇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浙江同和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2-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主持，工程等级为Ⅳ等，照谷社型土石混合
坝，坝高31.8m，设计标准30年一遇，工程
批复总投资1299.88万元。

2014-09-11
至

技术副总工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5-09-23
莲都区赤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丽水市水利局

主持，Ⅳ等工程，土石坝，坝高27.3m，50
年一遇设计标准，日供水3000t，灌溉7000亩
，总投资2387.76万

2016-07-25
至

项目经理

2018-05-17

工作 湖州市罗溇水闸工程安全评价报告
业绩

湖州市水利局

工程等别为Ⅱ等，建筑物级别为2级，设计
标准为100年一遇，本人主持完成该项目的
安全评价报告编制。

2015-01-12
至

项目经理

2015-08-20
丽水市莲都区宣平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莲都区发改委

工程等别为V等，共治理宣平溪干支流河长
21.89km，批复总投资5.16亿，主要参与者，
负责工程布置及建筑物设计。

2017-02-13
至

主要参与者

2018-07-20
云和县浮云溪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公示时间

云和县发展和改革局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主持，瓯江一级支流，流域面积
339.24km2，从防洪、生态保护和修复、水
文化水景观、水资源保障等方面进行全面规
划

项目经理

2016-08-26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2015-08-03
至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唐继文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龙游小溪滩水利枢纽2#～4#坝改造工程 浙江省水利厅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本工程属Ⅲ等工程，其主要建筑物为3级，
本次2#~4#坝段改造工程实施后，可改善枢
纽运行状况，保证工程发挥效益，主持

2015-09-08
至

项目副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6-04-30
下城区禇家河杭玻街泵站工程EPC项目 杭州市下城区政府

本项目为小（2）型Ⅴ等泵站工程，与区域
河网内其他配水泵站共同作用，确保区域河
网的河道配水，提高水体自净能力，主持

2016-05-01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7-02-28

工作 通州 北京城市副中心水环境治理工程 北京市通州区发改委（京通州发改（前 港沟河治理工程排涝标准为20年一遇，对应
工程等别为IV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IV级
业绩 （漷牛片区）PPP建设项目二工区（五～ 期）（2017）53号）
七支沟、枣凤沟及胜利干渠东片区）

，参加

2017-03-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9-08-08
扩大杭嘉湖南排杭州三堡排涝工程泵站 浙江省发改委
及进水建筑物工程（土建Ⅳ标）

本人主要负责进水口拦污栅、进水箱涵、排
水箱涵、引水箱涵的现场施工管理工作

2013-06-01
至

现场施工负责

2015-06-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陶岳章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萧山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萧山区萧围东线标准塘建设工程（一期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Ⅱ标段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工程级别为1级，堤防设计防洪标准为100年
一遇加12级台风，合同价11412.1241万元,本
人任项目副经理，主持完成。

2013-11-25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副经理

2015-04-26
萧围东线二十至外十八工段标准塘工程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Ⅰ标段

工程级别为1级，防洪潮标准为100年一遇加
12级台风，合同价8182.7059万元。任安全负
责人，负责工程安全生产工作。

2015-09-25
至

安全负责人

2017-03-23

工作 萧山区钱江枢纽、小砾山清水入城工程
业绩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EPC总承包，包括项目的施工、设备采购及
安装调试、水质检测等，合同价1933.7276万
元。任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

2017-07-24
至

技术负责人

2018-07-23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汪立明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白峰小门碶扩建工程

浙江江南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12-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白峰街道办事处 合同价1210.8555万元，防洪标准为100年一
遇，排涝标准20年一遇，水闸设计流量
66.7m3/S。负责技术管理工作

工作起讫时间
2017-03-01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17-12-25
松江区通波塘河道整治（四期）工程（I 上海市松江区水利建设项目管理服务中 合同价2731.5461万元，河道长6.6km，河道
标段）
心
疏浚、护岸建设、绿化、防汛通道及支河桥
。全面协助负责本工程施工管理

2016-06-15
至

项目副经理

2017-02-28

工作 南昌县武阳镇排涝工程
业绩

南昌县武阳镇排涝工程建设项目部

合同造价2184.895825万元，中心渠全长
1445m，渠底宽度8m，上部结构为草皮护坡
，C15素砼压顶。

2018-01-03
至

项目经理

2019-02-28
2019年黄浦江（闵行区）堤防专项维修 上海市闵行区防汛管理服务中心
工程

合同价3122.5422万元，防汛墙拆除重建、防
汛墙加固改造、新建防汛通道、陆域绿化。
全面负责本工程施工管理工作

2019-03-15
至

项目经理

2019-07-16
萧山区钱塘江（七甲闸至五堡闸段）海 杭州市萧山区钱塘江灌区管理处
塘加固及船闸工程一期项目

造价10151.8187万元，Ⅰ等工程，海塘防洪
标准100年一遇，新建海塘660米，七甲闸参
照Ⅶ级船闸，规模1孔×8m。

2014-03-3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6-05-3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付安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治理一期工程Ⅰ标段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防洪御潮标准按照规划 20 年一遇的潮水位
设计，工程等别为Ⅳ等。建成后形成独立的
闭合防洪体系，本人主要参与工程建设

2014-08-06
至

/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副经理

2016-05-31
平阳县鳌江标准堤萧江段加固工程施工 平阳县水利局
（I标）

工作 四明湖水库下游河道整治一期工程（上
业绩 虞段）Ⅱ标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塘、水闸工程级别均为3级。建成后以挡
潮、防洪、排涝为主，兼顾改善水环境等综
合作用，结合鳌江沿江景观，本人主持本项
目

2018-03-01
至

省发改委批复开工建设的省重点工程项目，
整治后河道两岸堤防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
，相应堤防级别为 4 级。本人主持本项目

2016-06-01
至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9-08-07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7-09-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洪义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宏正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长兴县2016年度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设项目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0-06-08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浙水农（2015）47号，受益面积2.43万亩，
灌区改造5处，山塘整治总库容47万方，投
资3350万元，主持监理工作

工作起讫时间
2016-01-28
至

分公司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总监理工程师

2017-09-11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小铜盘海塘加固工 舟山市水利水务围垦局
程

舟水围发（2011）66号，投资2483万元，工
程等别三等，海塘加固750米，新建泵站、
水闸、道路，主持监理工作。

2012-03-15
至

总监理工程师

2014-05-12

工作 钱塘江河口涌潮观测站（点）工程
业绩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发改设计（2014）32号，主要任务为建立
涌潮观测站（点），防洪潮标准100年一遇
，工程等别二等，主持监理工作。

2014-06-20
至

总监理工程师

2016-11-18
湖州市梅西圩区整治工程

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湖太旅（2014）43号概算4233万元，重建河
沙圩排涝站，新建钱家埭、桥西排涝站，闸
口净宽17米，总装机1710kw.

2015-01-20
至

总监理工程师

2017-06-05
长兴县2015年度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设项目

浙水农（2015）14号，受益面积3.756万亩，
山塘整治19座，灌区改造4处，高效节水
2000亩，主持监理工作。

2015-10-20
至

总监理工程师

2016-08-1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如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萧山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和水系连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通试点绍兴县兰亭项目区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9-0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兰亭江河道等级为4级，其余河道为5级，整
治河道24条，长度17km，防洪标准为10～20
年一遇，本人任项目经理主持完成。

2014-02-24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5-01-16
上虞市虞北平原滨江河—沥北河整治工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程施工4标

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等别为Ⅲ等，包
括新开河道4.03km，新建农桥13座，新建节
制闸1座，由本人任项目经理主持完成。

2015-12-30
至

项目经理

2018-07-10

工作 余姚市食禄桥江节制闸新建工程
业绩

余姚市发展和改革局

工程为Ⅳ等工程，建设3孔×7m，总净宽
21m的节制闸一座，过闸流量为80m3/s，本
人任项目副经理主持完成。

2018-08-20
至

项目副经理

2019-04-18
四工段排涝闸迁建工程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工程等级为Ⅱ等，排涝闸4孔单孔净宽6m，
泵站设计流量50m3/s，标准塘防洪标准100
年一遇，本人任项目副经理主持完成。

2012-03-15
至

项目副经理

2014-01-07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帅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余杭区水库大坝表面变形监测项目

新建西险大塘3号防汛仓库工程

工作 四岭水库大坝维修补强工程
业绩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堤防河道管理所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余杭区林业水利局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项目基于北斗系统（GPS）采用物联网技术
对大坝表面位移进行自动化监测，精度可达
毫米级，开创了我区自动化监测技术运用的
先河

2017-07-01
至

杭州市余杭区“五水共治”工作指挥部 项目实施中，着力解决了一楼层高超8米，
采用特种脚手架的技术变更，编制完成高模
板支架专项施工方案，并通过区土木协会评
审。

2014-07-03
至

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8-09-01
至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工程的实施，工程经区
发改局〔2018〕779号文件批准立项，项目
总投资667万元。目前已完成迎水侧验收

杭州市余杭区四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8-09-28
项目负责人

2015-08-01
项目负责人

2019-07-15
余杭区水利工程标准化创建验收

省水利厅

余杭区东苕溪北塘（左岸）堤塘视频监 余杭区林业水利局
控项目

参与全区中型水库、小型水库、中型水闸、
中型泵站、堤防、山塘、水文测站和农村水
电站等8类共70座水利工程标准化创建验收
工作

2019-07-01
至

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点位布设原则，项目建
设阶段，协调镇街完成土地、通电等政策处
理，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2017-01-01
至

专家组组长或专家组主
要成员

2019-07-15
项目负责人

2019-04-03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天照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浙江省舟山大陆引水二期工程施工Ⅰ标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黄金湾水库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9-0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建设批文：浙发改设计[2009]2号，设计引
水流量2.8m3/s，主持本工程的现场质量管
理及档案管理工作。

工作起讫时间
2009-05-10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副经理

2017-05-31
宁波至杭州湾新区引水工程（头部工程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至兴慈五路段）II标段

该项目为Ⅲ等工程。共计顶管10处、管桥4
座、倒虹吸11。本人担任技术负责人一职，
主持该项目施工。

2018-10-21
至

技术负责人

2019-08-15

工作 德清县十字港水系洛舍漾片综合治理一
业绩 期工程洛舍镇片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程等别为Ⅴ等，主要建筑物（护岸）为5
级，临时建筑物（施工围堰等）为5级。中
标价1732万元，本人主持了该工程的建设。

2017-10-26
至

技术负责人

2018-08-03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一思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全过程 杭州市政府
跟踪审计服务Ⅰ标

温岭中心渔港二期（箬山港区）专项资 省发改委
金审核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0-11-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分公司经理
高级工程师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总投资
106.47亿元，省发改委批复，受益范围为杭
州市各县区。本人主持跟踪审计Ⅰ标审计工
作。

2015-05-08
至

项目负责人，主持跟踪
审计工作

温岭渔港属省内大型渔港之一，二期工程总
投资30180万，属省补项目，经省发改委批
复，本人主持完成现场调查和审核工作。

2014-05-23
至

2019-08-15
项目负责人，主持调查
审核工作

2014-07-28

工作 浙江省玉环县鸡山渔港扩建工程专项资
业绩 金审核

省发改委

建成后可形成有效掩护面积为4.1万平方米
的避风浪锚地，总投资2766.8万，省发改委
批复，本人主持完成现场调查和审核工作

2014-05-23
至

项目负责人，主持调查
审核工作

2014-07-28
玉环县大麦屿渔港扩建工程专项资金审 省发改委
核

浙江省瑞安市北麂一级渔港工程专项资 省发改委
金审核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提高渔港防灾减灾能力，确保渔民生命财产
安全，总投资2998万，属省补项目，省发改
委批复，本人主持完成现场调查和审核工作
。

2014-05-23
至

为改善渔港基础设备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总投资12315万，属省补项目，经省发改
委批复，本人主持完成现场调查和审核工作
。

2014-05-23
至

2014-07-28
项目负责人，主持调查
审核工作

2014-07-28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项目负责人，主持调查
审核工作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勇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湖北省江汉堤防加固重点工程（府澴河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段第十一标段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12-30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府澴河段桩号为27+760～35+594 共7.834km
主要为锥探灌浆及防渗墙堤防加固及堤顶路
面浇筑

2018-04-02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副经理

2018-10-18
荆江大堤综合整治工程2014年度施工第3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标段

主体工程为塑性砼防渗墙，堤顶塑性砼防渗
墙长度8㎞，工程量157378㎡，堤基塑性砼
防渗墙长度4.2㎞工程量60656㎡

2015-02-05
至

技术负责人

2016-04-15

工作 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 昌旺灌区及海口
业绩 中西部城市供水线路工程

海口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本合同范围主要为昌旺灌片、龙泉灌片、岭
北水池～隧洞进口段、黄竹分干渠的供水管
线及土建工程。

2016-04-20
至

项目副经理

2018-03-14
黄冈市巴河干流（浠水县、罗田县、麻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城市段）防洪治理近期工程麻城第1标段

堤防固脚护坡4.4公里，河道扩卡共2.71公里
，加固改造水闸一座（独杨树），新建机耕
桥两座。

2018-10-22
至

项目经理

2019-08-1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闻源长

工作单位

萧山围垦博物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硕士学历及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萧山区浦阳江治理工程许家后塘试验段 萧山区发改局

大同溪治理（二期）

工作 萧山区浦阳江治理工程一期
业绩
萧山区浦阳江治理工程二期

浦阳镇临江排涝泵站改建工程

公示时间

萧山区发改局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萧山区发改局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取得时间

2012-07-3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实施堤防长度2.32公里，防洪标准50年一遇
，II等工程，堤防等级为2级。总投资5046万
元。
担任现场负责人，主持实施

2013-07-12
至

工程全长4.377公里，主要为修整堰坝、加
固加高溪堤及交叉建筑物，配套绿化亮灯。
总投资4466万元。
主持实施。

2011-09-20
至

防洪标准50年，治理内容堤防堤防19.7公里
，包括滩地治理及水环境治理，投资12亿。
担任现场负责人。
主持实施项目。

2014-04-03
至

西江塘为100年一遇，I等工程。加固提标
24.6公里，含滩地及景观治理，总投资15亿
。
主持实施项目。

2017-03-09
至

工程主要为新建排涝流量为4.8立方每秒泵
站及节制闸、灌区河道等内容。总投资865
万元。
本人参加。

2012-10-01
至

萧山围垦博物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现场负责人

2014-05-01
现场负责人

2012-11-15
现场负责人

2018-02-06
项目技术负责人

2018-12-31
业主代表

2013-12-27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行政职务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翁建平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越南谷山水电站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09-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Coltdlao Cai可再生能源（越南）股份有 总投资为34,100,000USD，负责图纸会审工
限公司
作 方案编制、技术交底、安全交底等技术
工作，获参建单位好评。 主持

工作起讫时间
2015-01-06
至

技术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任技术负责人

2016-11-20
越南南方水电站工程

越南北河能源股份公司

负责项目部生产组织、施工协调、材料设备
管理及现场安全文明管理工作，总投资
36,528,000.00USD，验收交付 参与

2011-10-21
至

项目生产副经理

2014-12-30

工作 尼泊尔NYADI水电站
业绩

Nyadi Hydrepower有限公司

负责图纸会审工作、方案编制、技术交底、
安全交底等一系列的技术工作，总投资为
39,500,000USD。主持

2016-12-27
至

项目任技术负责人

2019-08-1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吴兵伟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治理一期工程I标段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浙江省发改委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09-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浙发改设计【2013】120号批准，并列为浙
江省重点工程，为四级堤防工程，本工程合
同造价9001万元。本人起主持作用。

2014-01-01
至

项目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17-05-19
绍兴市上虞区虞东河湖综合整治工程三 浙江省发改委
标段

浙发改设计【2015】65号批准，并列为浙江
省重点工程，工程等级为Ⅲ等工程，节制闸
为 3级建筑物。本人起主持作用。

2017-05-20
至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

2019-08-09

工作
业绩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吴礼军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舟山市大陆引水三期工程（大沙调蓄水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库）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9-0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省重点工程，中标价1.235亿元。主持现场
技术管理工作，解决技术难题，指导技术人
员开展工作，协助项目经理完成生产工作。

2018-01-01
至

项目副总工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副总工

2019-08-15
洞头县环岛西片围涂工程

工作 温州鹿城区七都岛标准堤塘工程（南堤
业绩 、东堤、吟州堤）南堤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工程，中标价2.85亿元，负责技术管
理工作，对外和相关单位进行技术沟通和协
调，编制施工管理工作报告，参与完工验收
。

2016-01-01
至

省重点工程，中标价1.32亿元，本工程为Ⅱ
等工程。我主持本工程现场技术管理工作，
对外和相关单位进行技术沟通和协调。

2012-11-01
至

项目副总工

2017-12-31
项目副经理

2013-08-31
洞头县新城二期河道护岸工程（海景河 洞头县发展和改革局
、海滨河）

提高面板堆石坝垫层区填筑优良率

中标价1.16亿元，负责工程的技术管理工作
，编制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及其他专项施工
方案，对外和相关单位进行技术沟通和协调
。

2013-09-01
至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现场试验优化填筑配合比、选择施工机
具、优化碾压参数等措施提高垫层区填筑单
元工程由活动前的75.0%上升为91.0%。

2018-03-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5-12-31
项目副总工

2018-04-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夏锦铭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勘测设计院萧山分院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萧山区河上镇东河机埠改建工程项目可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行性研究报告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项目排涝流量6.26m3/s，装机620kw，属小
（1）泵站，等别Ⅳ等，主要建筑物4级
担任设计项目负责，主持全面工作

无
高级工程师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2018-08-06
至

设计项目负责人、主要
设计人员

2019-01-04
萧山区进化镇上盈湖泵站改建工程项目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排涝流量6.24m3/s，装机440kw，属小
（1）泵站，等别Ⅳ等，主要建筑物4级
担任设计项目负责，主持全面工作

2018-08-01
至

设计项目负责人、主要
设计人员

2019-01-04

工作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小茅山机埠改建工
业绩 程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排涝流量16.8m3/s，装机1680kw，属中
型泵站，等别Ⅲ等，主要建筑物3级。
担任设计项目负责，主持全面工作

2016-03-22
至

设计项目负责人、主要
设计人员

2018-01-10
萧山区河上镇泉水坞山塘安全技术认定 杭州市萧山区农机水利局和杭州市萧山 泉水坞山塘库容小于10万m3，属高坝、屋
区财政局
顶山塘，故按小（2）型水库标准进行综合
评价
担任项目负责，主持全面工作

2019-03-12
至

萧山区浦阳江治理工程

2014-03-27
至

公示时间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浦阳江干堤设防标准50年，属2级堤，主要
建筑物2级，交叉建筑物同堤防
参加干堤主要设计，主持欢潭、红山排灌站
专项设计

2019-06-11
主要设计，担任部分专
项项目负责

2019-07-31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设计项目负责人、主要
设计人员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徐缓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杭州市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

工程师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2-11-1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高级工程师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余杭区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农经
国家项目，项目负责人，主持工程建设。涉
）
（2013）356号文批复可研，浙江省发 及河道总长10.18公里。堤防及交叉建筑物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浙发改设计
级别均为4级，工程总投资61500万元。
（2014）175号文批复初设

2015-08-27
至

项目负责人，主持建设
工作全面。

塘栖圩区防洪排涝一期工程

2016-09-16
至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杭州市余杭区运

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余发改中 主持工程建设，区重点水利工程，建筑物防
心（2017）149号文批复
洪堤级别为3级，设计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
，新建643米堤塘，2座闸站及5座水闸等。

2018-03-12
副总经理，主持工程建
设全面

2018-03-12

工作 杭州市余杭区四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业绩

浙江省水利厅以浙水建（2004）29号文 负责工程现场质量安全和档案管理，建设内
批复
容为主坝加固、副坝加固、新建放空预泄洞
、电站改造和泄洪渠治理等。

2003-12-01
至

负责工程现场质量安全
和档案管理

2009-08-06
余杭区径山水源工程（一期）

杭州市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余发改中 主持全面，区重点水利工程，新建混凝土重
心（2015）180号文批复
力坝一座，总库容9.88万方，工程等别Ⅴ等
，大坝和泄水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20年一遇

2016-04-30
至

副总经理，主持工程建
设全面工作

2018-03-12
东苕溪北塘（左岸）堤塘加固工程

余杭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余发改中心
[2009]30号文批复

主持北塘加固工程一、二、三期工程建设管
理。堤塘加固工程，长101 km，保护农田
81253亩，人口为53499人。

2010-04-01
至

副主任，主持工程建设
管理工作

2012-12-28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徐卫萍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萧山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海盐县场前标准海塘临江段加固加高工 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
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本次加固标准海塘长659米，海塘级别为1级
，设计重现期100年一遇，

2014-10-29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5-09-30
萧山区钱江枢纽、小砾山清水入城工程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EPC总承包

萧山区钱江枢纽、小砾山水利枢纽清水入城
工程EPC总承包项目的施工、设备采购及安
装调试、水质检测等内容。

2017-07-24
至

项目副经理

2018-07-23

工作 余姚市食禄桥江节制闸新建工程
业绩

余姚市发展和改革局

建设内容包括3（孔）*7m，总净宽21m节制
闸一座（过闸流量为80m3/s）。

2018-08-20
至

技术负责人

2019-04-18
绍兴市2013年前江畈高标准农田示范工 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局
程

新建泵站20座，新建U70灌渠24005米，修建
U70渠道3780米，新建机耕桥2座，新建4米
宽机耕路11.585公里

2013-10-08
至

项目经理

2014-09-24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许华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东引水萧山枢纽工程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1-08-3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职工
高级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省重点工程，大（1）型工程，参与钱江杯
评选，主持质检工作，参与改进绩效管理
QC编制。

2009-07-31
至

质检负责、闸站主体技
术负责

2012-07-31
新昌钦寸水库工程坝区枢纽土建施工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工程，大（2）型工程，参与专利、
工法及QC编制。获得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
明工地。

2015-01-01
至

施工负责

2017-01-31

工作 姚江上游余姚西分工程II标段
业绩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工程，大（2）型工程，独立编写临
时用电专项施工方案，参与编写三个技术研
究应用并完成

2018-03-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9-08-13
余姚市陶家路江泗门泵站工程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工程，大（1）型工程，主持完成工
程技术工作，参与专利、工法及QC编制。
获得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

2014-03-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5-01-31
沙门渡槽补强处理工程2期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应急抢险工程，主持完成工程技术工作，参
与专利、功法、QC编写

2012-07-01
至

技术负责人

2013-10-2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颜勇

工作单位

杭州大地科技有限公司

硕士学历及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仙居县水土保持规划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仙居县人民政府

安吉至洞头公路桐庐风川至新合段改建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8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确定规划编制思路方法，部署规划总体布局
、预防、治理、监管规划以及近期重点项目
等内容，服务于仙居县生态文明建设；主持
完成。

2014-04-01
至

路线全长38.938km，二级公路，地势复杂，
合理设置7处弃渣场，布设水土保持防护措
施，解决水土流失问题；主持完成。

2017-03-10
至

部门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5-04-09
项目负责人

2017-10-10

工作 建德市寿昌镇南浦溪小流域水土流失综
业绩 合治理项目

建德市水利局

小流域通过布设工程、林草、封育等措施，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6km2，总投资819.47万
元；主持完成。

2017-04-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12-29
石壁至东阳公路（石壁至西周段）改建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路线全长11.12km，二级公路，地形复杂，
因地制宜布设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总投
资4704.47万元；主持完成。

2018-06-08
至

项目负责人

2019-05-20
江山市新塘边溪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 江山市水利局
理项目

小流域通过布设工程、林草、封育等措施，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3km2，总投资473.59万
元；主持完成。

2016-04-15
至

项目负责人

2016-10-14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杨超翠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01-01-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湖北省汉江堤防加固重点工程（汉北河 汉北河防洪治理近期工程（应城段）项 1.11km河道疏挖；2.11km堤顶路面；3.穿堤
孝感段）第三标段
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涵闸加固、重建；4.1.6km现浇砼护坡；5.锥
探灌浆。本人为主持者

工作起讫时间
2019-01-15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20-02-08
湖北省秭归县重点山洪沟梅家河防洪治 秭归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理工程

1.削坡；2.水下抛石固脚；3.浆砌石脚槽；4.
水上预制砼六方块护坡。本人为主要参加者

2016-02-08
至

项目副经理

2016-10-20

工作 国电长源广水风电有限公司中华山
国电长源广水风电有限公司
业绩 （49.5MW）风电厂检修、施工道路及风
机基础施工工程

1.场内道路工程31.87km和进场道路
1.35km；2.场内25个机位的风机平台工程
；3.风机基础工程。本人主要参加者

2014-07-10
至

项目副经理

2015-04-30
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大丫口风电场110kv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1.110kv升压站；2.升压站室外工程；3.设备
升压站土建工程施工
公司
基础工程。本人为主要参加者

2015-09-03
至

项目副经理

2016-01-26
黄盖湖防洪治理工程（湖北部分）第一 赤壁市黄盖湖防洪治理工程建设项目管 1.堤身加培60万方；2.抛石固脚；3.格宾石
批项目第5标段
理部
笼、雷诺、植生块护坡；4.水闸。本人为主
要参加者

2018-09-03
至

项目副经理

2018-12-28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杨运江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淳安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淳安县2017年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 浙江省水利厅
方案—枫树岭灌区改造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主持项目设计工作，解决了水工问题，改造
渠道27.69km，改造堰坝7座，改善灌溉面积
2045亩

2016-12-06
至

副总工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负责人

2017-02-02
淳安县汾口镇霞源水库大坝安全鉴定综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合评价

主持完成设计工作，解决水工问题，霞源水
库是一座中型水库，大坝评定为“二类坝
”，为下一步水库维修和除险加固提供依据

2018-08-06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10-17

工作 淳安县东源港叶家畈段治理工程
业绩

浙江省水利厅

主持完成设计工作，解决了项目水工问题。
项目治理河长2.8km，疏浚河道2.33km，保
护农田406.6亩。

2014-09-2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4-10-28
淳安县2014年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瑶 浙江省水利厅
山灌区改造工程

主持完成设计工作，解决水工问题，项目整
治堰坝16座，改造渠道8.84km，改造排水沟
1.42km，改善灌溉面积1571亩

2014-10-10
至

项目负责人

2014-11-10
淳安县红旗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主持设计工作，解决水工问题。红旗水库是
一座小（1）型水库。项目实施后保护下游
人口2600人，保障农田灌溉面积3500亩

2017-06-12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08-2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杨中文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淳安县严家水库建筑安装工程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淳安县严家水库工程指挥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1997-09-22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严家水库是杭州市重点工程杭政办函
[2003]280号水库总库容2146万m3中型水利
工程，任技术负责人，主持工程技术工作

工作起讫时间
2004-01-01
至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负责人

2007-12-31
慈溪市郑徐水库工程一期工程II标段

慈溪市郑徐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

郑徐水库是宁波市重点工程甬安委办【2010
】19号中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Ⅲ等泵站装机
800kw。任项目副经理主持生产技术工作

2011-07-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3-05-31

工作 北仑区梅山七姓涂围涂工程（Ⅲ标）
业绩

北仑区七姓围涂造地工程指挥部

北仑梅山七姓涂围涂工程是浙江省重点围垦
工程浙发改基综【2010】222号，Ⅲ标段为
海堤。任项目副经理，主持生产技术工作。

2008-01-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1-06-30
东江堤防加固工程鄞州段Ⅱ标

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东江堤防工程是宁波市重点工程甬发改审批
司
涵【2012】27号。堤防工程等级为Ⅱ级,做
为公司领导兼管工程解决工程中的技术问题

2014-10-01
至

公司总经理

2016-03-31
福州市闽江下游南港桔园防洪堤工程C2 福州市闽江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公司
标段

福建省重点工程，工程长2公里，结构为砂
堤，防洪标准百年一遇，堤防工程等级为Ⅱ
级。任技术负责人，主持工程技术工作。

2000-11-01
至

项目副经理兼项目总工

2002-01-3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姚敏红

工作单位

杭州萧山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科双学历或双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萧山区萧围东线标准塘建设工程（一期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Ⅱ段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1-08-3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工程级别1级，设计防洪标准100年一遇加12
级台风,合同价11412.1241万元，任质量负责
人，负责质量管理全面工作。

2014-05-01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质量负责人

2015-05-31
临海市大田平原排涝一期工程庄头、大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路王段及邵家渡港整治工程

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等别Ⅲ等，合同
价5476.0288万元，包括新开河道、排涝隧洞
、排涝闸。任项目副经理，主持完成。

2017-07-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9-08-30

工作 萧围东线二十到外十八工段标准塘工程
业绩 Ⅰ段工程项目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工程标准海塘级别为1级，防洪防潮标准为
100年一遇加12级台风。合同价8182.7059万
元，本人任项目副经理主持完成。

2015-06-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7-05-31
龙湾区灵昆北段标准堤（ 一期）Ⅱ标段 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程

工程等别Ⅲ等，海堤按50年一遇标准、水闸
按50年一遇标准设计。合同价4619.3180万元
，本人任项目副经理主持完成。

2012-02-01
至

项目副经理

2014-04-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尹奇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诸暨市浦阳江治理二期工程

浙江同和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12-20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省重点项目，批复总投资7.42亿，治理长度
67km，防洪标准10～50年一遇。为主要参
与者完成工程任务与规模及建筑物设计

2017-03-15
至

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主要参与者

2018-02-25
浙江省诸暨市安华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蓄 浙江省水利厅
水安全鉴定

水库设计洪水标准5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5000年一遇，由拦河坝、泄洪闸等组成，工
程等别为Ⅲ等。主持完成蓄水安全鉴定工作

2016-04-05
至

项目负责人

2017-05-15

工作 海盐县区域（武原片区）防洪排涝工程 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
业绩 中心区（主城区+武原新区）一期工程团
结港闸站

设计排涝流量30m3/s，防洪标准50年一遇，
工程等别为Ⅲ等，总投资1.1亿。为主要参
与者完成工程规模与主要建筑物设计

2015-12-04
至

主要参与者

2018-02-05
湖州市幻溇水闸工程安全评价

湖州市水利局

工程等别为Ⅱ等，建筑物级别为2级，设计
洪水标准100年一遇；主持完成现场调查、
安全检测、安全复核及安全评价报告编制

2015-01-12
至

项目负责人

2015-08-20
丽水市莲都区宣平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丽水市莲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工程等别为Ⅴ等，共治理宣平溪干支流河长
21.89km，批复总投资5.16亿，主要参与者，
负责工程规模、布置及建筑物设计。

2017-02-13
至

主要参与者

2018-07-2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余添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淳安县枫树岭镇农业公共服务中心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2017 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 水利枫树岭灌 浙江省水利厅
区改造及高效节水工程项目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0-08-30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本工程项目改造农田面积 2045 亩，改造渠
道长度35.59km，堰坝15座；新建管灌节水
工程295 亩，

水利员
高级工程师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2017-05-01
至

主持工程施工技术和运
行管理

2018-03-01
2016年丰家源山区小流域农业生态工程 浙江省农发办
项目

治理面积5000亩，新建防洪堤3.545km；新
建堰坝3座；灌水渠14条1.925km；工程总投
资 1020 万元。

2016-02-01
至

主持工程施工技术和运
行管理

2017-04-01

工作 2016年中央财政小农水重点县枫树岭灌
业绩 区改造工程

浙江省水利厅

受益面积2350.00亩，改造渠道长度7.21km，
改造堰坝27座；工程总投资 651 万元。

2016-07-01
至

主持完成施工、质量监
督验收

2017-03-05
2016年-2017年丰家源小流域水土流失综 浙江省水利厅
合治理项目

流域面积总计35.7K㎡, 经济林地治理40.21h
㎡，封育治理870 h㎡。总投资337万元。

2016-05-01
至

主持完成施工、质量监
督验收

2018-03-01
2010 年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汇源山区中 浙江省农发办
低产田改造项目

治理土地面积 0.66 万亩，工程总投资 920 万
元；新建堤防
6.9Km,修建排灌渠道 16.07Km/39 条。

2010-11-01
至

主持完成施工、质量监
督验收

2011-06-0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学历学位

章洁

工作单位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江流域管理处

硕士学历及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市萧围东线标准塘工程（一期）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5-3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杭州市重点工程，全长4.5公里，设计防洪
标准100年一遇，1级堤防，工程投资2.76亿
元。本人作为主要参加者参与该工程

2013-11-25
至

无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技术组主要成员

2015-05-08
萧山区水土保持规划

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主持并参与了规划的编写，提出了全区水土
会
保持的发展方向和总体部署，划定萧山区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2014-12-22
至

项目负责人

2015-10-08

工作 萧山区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
业绩 报告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持并编写了该中期评估报告，对水土保持
规划近3年来的目标实施情况、水土保持审
批及监管进行落实情况评估。

2018-02-28
至

项目负责人

2018-09-21
萧山区围垦外八至外十工段标准塘工程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重点工程，海塘全长4.393公里，设计防
洪标准100年一遇，1级堤防，概算投资2.3
亿元。本人作为主要参加者参与该工程

2011-11-25
至

业主代表，技术组主要
成员

2014-11-09
萧绍平原萧山片排涝规划

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主持该规划的编制，规划全面分析我区排涝
体系现状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总体思路
和排涝格局及近期工程布局安排。

2015-01-22
至

技术负责人

2018-12-29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张跃飞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监控管理系统
V1.0

平阳县南湖分洪抢险应急工程施工标
（EPC项目）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设计和制作的施工现场监控系统在工程
平阳县西湾围垦工程（北片）
上安装和应用，管理人员通过手机可随时随
地登录监管系统，直观地了解现场的施工生
产状况

2017-10-08
至

平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19-04-20
至

平发改投资[2018]154号文件批准建设，为III
等工程，中标价0.85亿元；主要项目为：2
条分洪隧洞；2座泄洪闸座。

项目技术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发明人

2018-08-31
技术负责人

2020-09-30

工作 平阳西湾围垦工程（北片）
业绩

浙江省围垦局

浙围计（95）36号文件批准建设，为Ⅲ等工
程，中标价2.27亿元；主持该工程的技术工
作，对外和相关单位进行技术沟通和协调

2017-10-08
至

技术负责人

2019-04-20
太嘉河工程施工Ⅰ标（申苏浙皖高速公 浙江省发改委
路~頔塘段）

宁波市镇海泥螺山北侧围垦（一期）工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程Ⅱ标

该工程为省重点，工程中标价1.067亿元。
主要项目设计标准：泵站、节制闸、堤防等
工程为2级建筑物；桥梁工程为二级公路标
准

2015-02-01
至

甬发改农经【2009】172号，为省重点，Ⅲ
等工程，中标价1.37亿元；海底光缆保护施
工中，提出面上加一层砂，对光缆保护

2011-05-10
至

质检负责人

2017-09-30
质检负责人

2015-02-01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张潇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泽丰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临安市锦城镇城市防洪工程---锦溪综合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治理项目（省重点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副科长
高级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由浙发设【2005】240号文批复建设，
本人主持完成锦溪河道治理7.46公里，堤防
15公里，完成投资0.78亿元

2003-06-30
至

建设方工程部副科长，
技术负责人

2016-12-30
临安市青山湖综合治理保护工程---库区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整治项目

项目由浙发农【2016】851号文批复建设，
本人主持青山水库占补平衡及岸线整治项目
建设，已经完成建设投资约1.3亿元

2017-04-19
至

派驻业主代表，现场质
量负责人

2019-08-15

工作 临安市锦城镇城市防洪工程---马溪（延
业绩 伸段）综合治理项目（省重点工程）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由浙发设【2005】240号文批复建设，
本人主持完成马溪河道治理8.6公里，堤防
17公里，完成投资0.6亿元

2003-06-30
至

建设方工程部副科长，
技术负责人

2016-12-30
临安市锦城镇城市防洪工程---青山水库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回水堤综合治理项目（省重点工程）

项目由浙发设【2005】240号文批复建设，
本人主持完成青山水库西岸线堤防建设1.81
公里，完成投资0.55亿元

2003-07-11
至

建设方工程部副科长，
技术负责人

2016-12-30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招 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投标管理工作

公司发布临水开【2018】1号文，本人作为
公司招标人代表，主持完成水利类建设招标
项目98个，完成水利项目招标金额4.9亿

2017-10-01
至

建设方招管科副科长，
招标人代表

2019-08-15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郑斌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永嘉县三塘隧洞分洪应急工程（永嘉县 永嘉县三塘隧洞分洪应急工程管理所
排涝应急工程）金属结构制造及安装工
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2-02-1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为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制造及安装（
主持）
担任项目经理

2012-05-01
至

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4-12-20
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慈江闸站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为省重点工程，II等工程，泵站设计排涝流
量为100m3/s，水闸最大过闸流量134 m3/s。
负责金属结构供货（主持）

2017-08-01
至

项目负责人

2019-07-19

工作 北仑区梅山水道抗超强台风渔业避风锚
业绩 地工程（水工部分）第3标段）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水道建设管理指挥部 为省重点工程，工程等别为II等，合同额1.1
亿元。底轴翻板门每扇重达435吨，设备采
购供货、价款结算（主持）

2014-05-29
至

项目副经理

2018-08-20
宁波市印洪碶强排泵站工程设备采购及 宁波市三江河道管理局
安装

组织制定项目总体规划和施工设计，全面负
责项目部生产、经营、质量、安全、财务等
管理工作。设备采购及安装（主持）

2016-01-19
至

项目经理

2016-12-30
青田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二标

浙江青田高岗水利枢纽有限公司

该项目为省重点工程，工程等别为Ⅲ等工程
，本人在该项目中主要负责设备采购供货、
价款结算（主持）

2016-09-10
至

项目副经理

2019-04-09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郑逢九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09-01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奉化江堤防整治工程（鄞州新城区段） 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本工程为浙江省、宁波市重点工程，新建防
七标
司
洪标准50年一遇，水闸设计流量42.64m3.担
任项目副经理分管质量进度验收等工作

工作起讫时间
2013-09-02
至

技术负责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副经理

2016-02-29
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嘉兴部分）长水 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程管理局
塘整治II标

本工程为水利部172项目，浙江省重点工程
，本人担任技术负责，全面主持技术管理工
作。工程通过验收，质量合格，无质量安全
事故

2016-03-10
至

技术负责

2018-08-15

工作
业绩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周超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河南南阳市梅溪河、三里河综合整治工 南阳市发改委
程第一标段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4-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该工程是南阳市重点工程，民心工程；其合
同总造价为63252.2886万元。现已完工待验
。

2018-05-01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担任副总工程师。

2019-08-01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QC小组竞赛一等奖 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负责设计、制作、调试、运行全过程管
、新设备新工艺推广应用
理，负责工法编写，负责新设备、新工艺的
推广应用。

2017-03-10
至

排名第一，QC小组排
名5以后

2019-07-20

工作 新疆阿勒泰柯赛依水电站拦河坝土建工
业绩 程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

于2012年5月10日开工到2016年10月28日通过
蓄水验收；于2017年8月20日完工并于11月
22日通过验收。

2012-05-01
至

担任项目经理，全面负
责管理。

2018-04-30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周建明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杭州大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浙江省舟山市大陆引水三期工程（大沙 浙江省发改委
调蓄水库工程）

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施工15 浙江省发改委
标

工作 温州市瓯飞一期围垦工程施工Ⅱ标、Ⅲ
业绩 标、Ⅳ标
姚江上游西排工程施工1标

浙江省发改委

浙江省发改委

新昌县钦寸水库工程坝区枢纽土建工程 国家发改委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取得时间

2013-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浙江省“五水共
治”保供水“十枢”项目。主持堆石坝碾压
参数试验及优化设计堆石料面板砼等砼配合
比。

2016-03-01
至

省重点工程，大1型。主持设计砼配合比，
其中隧洞衬砌砼，反复试验，力求减小水化
热火，预防产生砼温度裂缝。负责工程质量
检测。

2015-01-01
至

省重点建设项目，大1型。负责工程中水泥
、砂石骨料、土石填筑及土工合成材料等原
材料的质量检测。主持设计了工程中的砼配
合比。

2013-06-01
至

省重点建设项目，大（2）型水利工程。负
责外加剂、钢筋、水泥、砂、石、等原材料
及砼质量检测。主持优化设计工程砼配合比
。

2016-03-01
至

省重点工程，大（2）型水库。主持堆石坝
碾压参数试验，堆石坝面板砼等工程中的砼
配合比设计。负责工程原材料及砼的质量检
测。

2013-03-01
至

副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检测公司副经理

2019-04-30
检测公司副经理

2019-07-15
检测公司副经理

2019-07-15
检测公司副经理

2019-07-15
检测公司副经理

2018-12-31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行政职务

（公章）

年

月

日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朱占宏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本科

现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甘肃省陇南市白龙江锦屏水电站机电设 陇南天汇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备安装工程

取得时间

行政职务

2013-09-25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装设3台单机容量为8.0MW的轴流转桨式机
组，总装机24MW，本人担任项目经理主持
工作。

2015-09-07
至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师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项目经理

2017-07-06
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

杭州市千岛湖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浙发改设计【2014】147号文批准，I等工程
，省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概算总投资961400
万元。本人担任项目经理主持工作

2019-01-10
至

项目经理

2019-07-24

工作 姚江二通道（慈江）工程-化子闸泵站机
业绩 电设备、金属结构制作采购安装及相关

宁波市河道管理中心

服务工程

宁波市发改委（甬发改审批[2016]408号）批
复。化子闸泵站为大（2）型Ⅱ等工程，省
重点工程。本人为技术负责人主持工作

2018-01-01
至

技术负责人

2019-07-08
四明湖水库下游河道整治一期工程

绍兴市上虞区和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省发改委“浙发改农经（2016）132”批复
，属中型水闸，提高两岸平原防洪排涝能力
，改善水环境。本人担任项目经理主持工作

2017-02-07
至

项目经理

2018-11-16
甘肃白龙江橙子沟水电站机电设备安装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

单机容量38.33 MW，总装机容量为
115MW，工程规模为Ⅲ等中型工程，甘肃
省重点工程。本人担任项目经理主持工作

2012-03-02
至

项目经理

2014-11-19

公示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示结果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