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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松人社〔2021〕80 号

关于公布上海市工程系列机电专业
第六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2021 年度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上海市工程系列机电专业第六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巴怡文等 418 位同志具备工程师任职资格。

资格取得时间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算。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上海富安通智能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巴怡文

上海探见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白帆

西格里特种石墨（上海）有限公司 柏明星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蔡银星

上海爱驰亿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蔡自凡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曹健

洛森通风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曹睿

上海依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曹小勇

上海思达斯易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曾韩恒

军迈工业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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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相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陈波

上海德圣米高电梯有限公司 陈刚

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陈光慧

五洲富士化水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陈海斌

山本焊接波纹管（上海）有限公司 陈炯

上海乐福明机械有限公司 陈磊

欧普智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陈祥龙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陈宣昌

上海松江新城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彦烨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陈阳

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陈烨

上海津旭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陈羽俊

马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陈越

军迈工业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陈云

浙江领潮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分公司 陈中显

上海联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陈忠良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程敏

上海一诺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程绍伟

复盛易利达（上海）压缩机有限公司 池旭阳

上海 ABB 电机有限公司 楚克术

洛森通风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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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丰（上海）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单娟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单志民

上海智发制冷化学清洗有限公司 邓德江

安德里茨（上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邓京锐

军迈工业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邓俊林

上海梓一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邓天桥

上海恩耀机电有限公司 邓显武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丁立勇

上海闵行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丁三才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丁秀兵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董晨扬

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 董晓怡

徽瑞流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窦世艳

上海维乐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杜国林

上海威泽尔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杜继胜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杜卫国

上海清泽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杜振华

龙工（上海）挖掘机制造有限公司 段宝成

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段荣久

达功（上海）电脑有限公司 段宗瑞

上海欣源液压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樊松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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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晶延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樊魏威

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范一鹤

上海酷酷机器人有限公司 方海涛

上海众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方丽玲

上海埃奇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方凌云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方琴剑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 方袭

上海精星物流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方召召

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封浩

上海奇灏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冯昌磊

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冯广青

北京博易基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冯玲玲

正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冯永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冯友建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高华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高健

川田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高雷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高林圣

社宝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高锡武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高祥

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海）有限公司高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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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厂 高友军

上海索菲玛汽车滤清器有限公司 高宗德

上海庞源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耿学臣

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 顾斌斌

上海尚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顾道伍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顾锐

库卡机器人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顾依依

上海慧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顾云飞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顾云峰

上海万御科技有限公司 顾卓君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顾宗恺

上海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郭凡荣

龙工（上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郭建波

上海明鼓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郭杰

韦乐海茨（上海）医药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郭西送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郭薪

霓科艺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过晓胤

上海谱华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进厚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韩朋伟

耐垦（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韩沅达

上海环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郝丽芳



-6-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 何梵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何皓

上海宁遥自动化有限公司 何军

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明月

上海领通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何能荣

上海塔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何雪永

上海卓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洪健

上海洛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侯金库

上海正泰电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胡滏镛

上海圣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胡刚

碧彩（上海）衡器技术有限公司 胡虎雄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胡建

上海田岛工具有限公司 胡晋兵

上海龙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胡一秋

上海平祥电子有限公司 扈忠涛

上海冀晟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化建坤

上海抛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黄炳誉

上海铭焕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黄东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黄国星

上海昱章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黄慧

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黄凯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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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黛凯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黄世安

上海土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黄晓燕

上海宏旭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黄益民

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吉小君

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 计辉

上海奥龙星迪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计亮

范德兰德物流自动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计能

欧丹机械工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季蓉蓉

上海帝恺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贾家宁

上海江菱机电有限公司 江举茂

上海迈能创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晓青

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姜高尚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蒋卫祥

上海高准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蒋有为

龙工（上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金冲

上海银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金海华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金伟

上海北玻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金志祥

捷锐企业（上海）有限公司 靳树林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敬慎俊

上海川奉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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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派遣员工） 雷鸣

达闼机器人有限公司 黎翀

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海）有限公司黎凯

上海世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李兵

上海天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波

正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李博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李成芳

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从虎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李繁华

深圳市通意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李刚

伯曼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李杰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李金峰

上海双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李金光

上海界彩服饰有限公司 李俊峰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李抗震

上海银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李琳

上海东富龙德惠净化空调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李明达

上海玉帛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李明强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李宁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李鹏

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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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苏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李庆红

上海全让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李全奇

上海松川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李瑞宽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史杰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李硕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洋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李侠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李小卉

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李晓峰

富士通将军（上海）有限公司 李晓雪

上海艾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学闩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李亚宾

上海勃发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李应树

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李永超

库卡机器人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李召俭

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海）有限公司李志鹏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栗瑾瑾

上海思达斯易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梁徽辽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梁燕发

泰东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廖霜玉

上海数郜机电有限公司 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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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刘冰

东芝三菱电机工业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刘浩沛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刘红兵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刘景龙

上海复盛埃尔曼机电有限公司 刘俊峰

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刘凯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刘留

上海正泰自动化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刘南

上海集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刘威

铣立（上海）切削技术有限公司 刘阳

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 刘亿近

上海田渊变压器有限公司 刘志

上海索鲁馨自动化有限公司 娄志坤

上海世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卢升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卢雪峰

恒大恒驰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海）有限公司卢勇

库卡机器人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陆春杰

瑞德克斯（上海）机械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陆晓亮

上海北玻镀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 路畅

上海圣克赛斯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吕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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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柯尼喷雾系统有限公司 马从礼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马冬

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马乐玲

中冶设备建筑设计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马锐军

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马天军

库卡机器人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马言平

上海奥星制药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闵慧丹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缪冬冬

世仓智能仓储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穆俊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倪飞

上海西茸电气有限公司 宁豪

上海正泰自动化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潘骋超

上海赢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潘峰

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潘国庆

魔研工坊（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潘宇羿

上海都看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彭波

华域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彭金

上海五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彭启涛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彭燕芳

伍兹贝格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彭郁林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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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漆文涛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齐辉

上海维日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乔丽苹

上海东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谯富珍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秦卫东

东上杰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邱庚

必能信超声（上海）有限公司 屈亮亮

海德曼（上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任鹏

上海 ABB 动力传动有限公司 任庆

上海世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邵嘉裕

上海同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沈李根

上海硕乐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盛晓旭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师俊丽

上海文广实业有限公司 施宇斌

上海佳豪船海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束彬

上海诺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司见龙

斯普瑞喷雾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斯磊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宋斌

上海茂晟电站机械有限公司 宋海军

泰东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宋俊俊

上海硕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宋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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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宋晓波

运医之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宋亚杰

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苏智超

上海展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孙超

卧龙电气（上海）中央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达飞

上海宏旭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孙冬梅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孙广坤

深圳市研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孙宏杰

韦乐海茨（上海）医药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孙瑞泽

意立（上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孙姗

瑞拓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孙士昌

爱孚迪（上海）制造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覃昌美

上海蓝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谭勇

上海擅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汤晓峰

上海光拓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童后斌

兰捷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万玛超

上海索菲玛汽车滤清器有限公司 汪灿东

龙工（上海）路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汪剑飞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汪金友

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汪韶华

上海尚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汪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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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王昂昂

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限公司 王晨玮

上海君屹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王刚

龙工（上海）精工液压有限公司 王广志

十堰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王贵平

赫斯可汽车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王国志

上海腾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海涛

杜尔涂装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王航

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王鸿伟

上海博邦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王华锋

上海凯泉给水工程有限公司 王家旺

弥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王嘉祯

上海崮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坚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王磊

上海超群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留成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王敏佳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王帅

上海汇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王涛

上海 ABB 动力传动有限公司 王为

上海申业康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显正

浩扬精密机械（安庆）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王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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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兵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新浩

上海高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延军

上海电气研砼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王艳冬

爱思创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王燕清

上海时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毅斌

研精舍（上海）精密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王映阶

龙工（上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王雨时

安弗施无线射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王振东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王振兴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王志强

豪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韦汉春

上海若宇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文玉华

上海伊莱茨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吴彬

上海阿萨诺称重技术有限公司 吴奎

上海国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吴永祥

上海灿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吴珍银

上海华林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夏黄琛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夏启明

正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向阳



-16-

上海浦海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谢辰申

洛森通风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谢灵芝

上海芬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谢强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熊文祥

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徐江华

上海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徐立

上海助航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徐廉杰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徐庆银

正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徐俨

必能信超声（上海）有限公司 徐一琪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许露

上海昱章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宣灵媛

加弘科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薛程泓

上海博信业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颜存林

上海硕乐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颜克刚

上海正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杨安

上海冀晟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杨传振

上海叙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杨高杰

上海蛮犀科技有限公司 杨国华

安弗施无线射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杨建保

市瑞能源技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杨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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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杨涛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杨威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杨子滢

上海浩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姚声钢

上海三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姚宇

上海世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姚玉鹏

上海连洋印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叶蒙

上海九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叶翔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殷平

上海环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于兵涛

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于荣华

上海协格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于少华

上海奇灏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余纯汤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余磊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余鹏

上海均诺电子有限公司 余由利

上海尊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余跃跃

上海其胜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虞均

上海创司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喻由之

上海致远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袁春路

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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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迪维尔玻璃绝缘子（上海）有限公司 翟宝建

嘉兴科天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詹振飞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张保

艾福迈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张常龙

上海富安通智能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张超

航天智造（上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张航

上海平祥电子有限公司 张衡

安德里茨（上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张华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张金安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张骏珲

申通庞巴迪（上海）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

司
张凯

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 张亮亮

上海博格密封件有限公司 张林

上海埃奇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张满常

星域控制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张萍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张晴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张伸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张锁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张涛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张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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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跃

上海潼天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张祥

上海冀晟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张新凤

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张鑫磊

上海赛飞航空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张雅楚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张英

上海集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永军

上海昱章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张玉华

上海良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张志刚

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 张自力

上海锐临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章富贵

良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赵贵宾

上海天马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赵海忠

达功（上海）电脑有限公司 赵吉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赵亮

韦乐海茨（上海）医药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赵鹏

上海寰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赵鹏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赵瑞影

麦昂欧（上海）电子有限公司 赵伟超

上海中楠水电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赵雪萍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赵彦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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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赵彦舜

上海海迅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郑俊

上海骊港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郑绪岚

伟本智能机电（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郑战刚

上海西菱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种涛

上海双彩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周波

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 周灿

上海慧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周伏华

上海吉亿电机有限公司 周国华

上海悉岳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周辉章

家乐福（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周建敏

上海塔林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周江明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周良梅

迪必尔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周然

上海山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杉杉

上海科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周松

上海汇珏网络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周涛

上海教仪实业有限公司 周义龙

上海申能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周颖

库卡柔性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朱成全

川田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朱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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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岑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朱劲松

上海冠致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朱明

上海富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朱明

上海良相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朱千峰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朱文博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朱文良

上海良相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朱晓婷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朱晓瑛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朱雄

上海索鲁馨自动化有限公司 祝宗毅

上海奥星制药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宗卫坤

川田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邹静

特此通知。

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2 月 13 日

抄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