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职称 推荐单位

1 王义飞 男 42 研究生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 王玉妍 女 37 本科 自动化 高级讲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 王润莲 女 52 本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级讲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 文增创 男 36 本科 土木工程（输电） 讲师/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 卢国栋 男 42 本科 机电一体化 高级技师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 叶健波 男 46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电力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

高级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7 冯文胜 男 53 硕士 电力系电机专业 高级工程师 广东南方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8 后丽群 男 54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讲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9 刘伟 男 52 大学本科 高电压技术及设备 副教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0 刘毅 男 36 大学本科 输电线路工程 高级讲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1 孙国涛 男 36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2 孙涛 男 34 大学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3 苏东兴 男 33 大学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师/高级技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4 苏建平 男 48 大专 供用电技术 带电作业高级技师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5 杜堉楷 男 43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工程管理工程师/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16 杜健生 男 49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电力电气工程工程师/高级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17 李占奎 男 38 本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8 李志刚 男 44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9 李淦 男 33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 李华 男 54 大学 电力系统及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1 李传进 男 35 大学毕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力电气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22 李宾 男 51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电力电气工程工程师/高级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23 李强 男 58 本科 热动力 高级工程师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24 杨江鸿 男 40 大学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5 杨国泰 男 38 研究生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高级讲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6 杨方明 男 51 本科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副高级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7 杨发山 男 52 研究生 经济学 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南网技术教育有限公司

28 杨尧 女 51 本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副教授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9 吴建 男 55 本科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0 吴鑫 男 40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1 吴一培 男 57 本科 工业电气自动化 电气工程师/高级技师 广东南方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邱明明 男 36 大学本科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副高级工程师 广东立胜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33 何苍贵 男 57 大学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4 佟长顺 男 69 本科 工企自动化 高级讲师 深圳市南网技术教育有限公司

35 余敏 男 37 本科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6 张隆军 男 38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7 张瑞芳 女 48 本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8 张小峰 女 54 研究 机械工程 副教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9 张进 男 35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输电线路工程方向）

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0 陈金星 男 32 本科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工程师/高级技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1 陈健 男 36 本科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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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劲松 男 49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 陈金祥 男 48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电力电气工程工程师/高级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44 邵镇康 男 55 大学毕业 工商管理 电力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45 林文兴 男 54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配电线路工一级/高级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46 林少伟 男 42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工程师 汕头经济特区广澳电力发展公司

47 罗盛雄 男 38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8 罗旭 男 32 本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9 罗志文 男 42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工程管理工程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50 周向利 男 45 本科 电力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讲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 郑和平 男 43 硕士 网络工程 高级工程师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2 赵红 男 43 大专 工程质量管理 高级技师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 胡月星 男 44 研究生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4 胡泽川 男 34 大学毕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力管理高级工程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55 蚁泽沛 男 64 本科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自动化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广东南方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6 姜庆明 男 54 大学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副教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7 姚沛全 男 46 大学毕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工程管理工程师/高级技师 广州南方电安科技有限公司

58 贺健伟 男 41 大学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讲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9 敖小勇 男 46 本科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0 徐马宁 男 56 本科 发配电 高级讲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1 徐双记 男 52 本科 教育技术学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2 高自力 男 55 本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南网技术教育有限公司

63 唐永生 男 54 专科 工商管理类 技师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4 黄强 男 39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5 黄湛华 男 37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南网技术教育有限公司

66 阎胜利 男 57 本科 汉语言文学 高级技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7 梁鑫海 男 32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技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8 喻勇 男 50 大专 电力系统自动化 高级技师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9 鲁爱斌 男 54 本科 高电压技术 高级工程师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70 曾国忠 男 47 本科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71 蔡贵德 男 48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工程电气工程师/技师 汕头经济特区广澳电力发展公司

72 谭绍琼 女 53 研究生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教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73 颜  芳 女 38 本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级讲师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74 潘嘉涛 男 33 大学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汕头经济特区广澳电力发展公司

75 魏欣 女 39 硕士 电气工程 高级工程师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