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申请专业类别

1 廖益林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海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建材
、建筑施工

2 黄展恩 高级工程师 沪通建设（海南）有限公司 给排水、建筑工程

3 孙忠 正高级工程师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

建筑施工

4 卢育坤
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建筑施工

5 陈军 高级工程师 三亚市路灯管理所 建筑施工

6 熊祚森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建材
、建筑施工

7 刘东明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华
南分公司

建筑施工

8 陈太泉 高级工程师
三亚市建协施工图设计审查有限
公司

结构

9 李阳博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结构

10 吴永红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结构

11 林文 高级工程师 海南津杭设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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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谢高洲 高级工程师
海南元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结构

13 李长 正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

14 葛睿婷 高级建筑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

15 潘兢 高级建筑师 海南城建业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建筑、规划

16 朱松 高级规划师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 规划

17 曹玉凤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建筑

18 胡家僖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海
南分院

建筑

19 黄劲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

20 李利 高级建筑师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建筑

21 李红 正高级建筑师
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规划、建筑

22 熊正清 高级工程师 中宇宏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电气、建筑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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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节洪壮 高级建筑师
海口市城建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有限公司

建筑

24 陈昆元 高级工程师
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规划、建筑

25 刘中莹 高级建筑师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

建筑

26 林文诗 高级工程师 海南师范大学
规划、建筑、建筑
物理

27 黎俊 高级建筑师
海南元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建筑

28 陈玉谨 高级规划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

29 黄颖 高级建筑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

30 曾映群 正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给排水

31 林飞 正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给排水

32 张晓松 高级工程师
三亚市建协施工图设计审查有限
公司

给排水

33 陈焕华 高级工程师 海南城建业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给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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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陈旺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海
南分院

给排水

35 张平 高级工程师
三亚市建协施工图设计审查有限
公司

给排水

36 吕艳芳 高级工程师 海南中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给排水

37 黄彦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气

38 尹慧玲 正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气

39 何四元 高级工程师 海南城建业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电气

40 林照宏 高级工程师
海口市城建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有限公司

电气

41 蔡小茹 高级工程师 海南中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电气

42 张巧英 高级工程师
海南元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电气

43 李博才 高级工程师 海南华磊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电气

44 杨帆 正高级工程师
海南华筑国际工程设计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

暖通、给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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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张水弟 高级工程师 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暖通

46 张逊宝 高级工程师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 暖通

47 贾珍 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工集团工程研究总院海南
分院

暖通

48 乐立琴 高级工程师
海口市城建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有限公司

暖通

49 陈玮吉 高级工程师 海南中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暖通

50 李建军 高级工程师
海南元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暖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