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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性、王海、王海斌、王海峰、王海轮、王海鹏、王汉

平、王洪、王洪兵、王洪波、王虎林、王华、王化强、王

辉、王慧强、王继川、王继红、王继威、王继文、王加恒、

王加林、王家海、王建、王建波、王建国、王建军、王建

立、王建利、王建民、王建萍、王建强、王建伟、王建星、

王建勇、王健、王杰、王金杰、王金龙、王金明、王金树、

王进军、王进明、王晋湘、王京、王景龙、王镜淋、王君

龙、王俊达、王骏、王凯、王康宁、王康铸、王科、王奎、

王奎超、王坤红、王昆仑、王堃、王兰、王乐、王磊、王黎

芳、王力、王立杰、王立柱、王丽、王丽静、王利洪、王利

平、王连军、王亮、王林、王龙、王陇生、王鲁昌、王吕

龙、王茂培、王萌、王萌萌、王孟勇、王秒、王明军、王明

亿、王宁、王盼裕、王培忠、王朋、王棚、王鹏、王鹏程、

王鹏飞、王鹏刚、王萍、王奇、王奇武、王启昊、王强、王

清峰、王庆丰、王庆疆、王琼、王然、王荣春、王瑞麟、王

尚威、王少敏、王少鹏、王生国、王胜龙、王诗语、王守

彬、王树龙、王思赣、王斯伽、王斯亚、王四、王素平、王

天蓉、王天义、王万里、王伟伟、王伟智、王玮、王炜、王

卫军、王卫卫、王文吉、王文剑、王文忠、王希峰、王希

锁、王熙、王祥平、王向文、王骁宇、王小波、王小升、王

晓明、王晓石、王新、王新飞、王兴益、王雄儒、王学忠、王

雪娜、王亚非、王亚刚、王亚军、王亚鹏、王岩、王彦、王彦

伟、王艳槐、王艳琴、王杨、王仰文、王要强、王业平、王一

波、王义春、王义霞、王益华、王溢、王银生、王迎庆、王

永刚、王永岗、王永林、王永平、王永清、王永溪、王永

哲、王友民、王育华、王昱珑、王悦纯、王跃博、王越、王

云、王赞文、王增准、王钊杰、王珍、王震、王正庆、王

政、王政凯、王志富、王志良、王志强、王治庆、王忠、王

忠芹、王忠洋、韦官伶、韦汉研、韦焕德、韦少容、韦文

罕、韦晓、韦晓仙、韦雨彤、韦忠志、卫春生、卫登峰、卫

昭忠、蔚永旺、魏百术、魏成武、魏代宝、魏斐、魏京柱、

魏明明、魏培涛、魏汝浩、魏尚杰、魏绍英、魏严磊、魏载

沛、魏泽斌、魏长福、魏正隆、魏众浩、温红星、温天送、

温向贵、文波、文怀发、文莹彬、闻新强、翁建新、邬慧

清、邬振华、巫艺中、吴岸霖、吴彬、吴冰、吴波、吴博、

吴超、吴传柑、吴春红、吴春辉、吴春亮、吴狄、吴冬兰、

吴刚、吴格非、吴光辉、吴光泽、吴国程、吴国栋、吴国

强、吴昊、吴浩、吴浩旗、吴何、吴华敏、吴焕扉、吴惠

杰、吴慧、吴季岭、吴坚、吴建军、吴健、吴巨峰、吴俊

敏、吴克松、吴坤、吴黎明、吴利芳、吴流南、吴龙生、吴

美养、吴敏、吴鹏、吴其良、吴淇、吴桥干、吴瑞清、吴胜

先、吴盛文、吴世庆、吴世贤、吴帅、吴婷清、吴文扬、吴

锡军、吴先南、吴小宁、吴晓腾、吴鑫森、吴修杰、吴秀

芬、吴学会、吴业斌、吴永新、吴勇随、吴宇、吴羽、吴育

平、吴跃荣、吴云、吴云良、吴志维、吴中汉、吴卓聪、武

朝光、武立鑫、武亮亮、武鹏、武新建、武燕枝、武志远、

席涛、席智鹏、夏飞、夏洪华、夏洪辉、夏加定、夏金春、

夏锦雄、夏文跃、夏咸照、夏永全、夏远成、夏云飞、先世

林、冼林杰、向鹏飞、向树伦、向伟帅、向以兵、向云、项

敏、萧钟敏、肖凡、肖建平、肖江陵、肖军利、肖立军、肖

莉、肖隆科、肖钱政、肖舒方、肖太阳、肖文涛、肖翔嵘、

肖云杰、肖振鹏、谢柏中、谢斌、谢国相、谢海婷、谢鸿

珍、谢华、谢辉、谢佳雨、谢杰、谢磊、谢立成、谢丽娟、谢

谟松、谢鹏、谢普江、谢汶锟、谢向利、谢战运、谢章延、谢

长福、谢振峰、谢志雄、谢忠伟、谢卓宏、辛昊伦、辛宏家、

辛向辉、信兆峰、邢槐金、邢少勇、邢伟华、邢卫刚、幸世

佩、熊飞、熊继财、熊俐、熊蜀鄂、熊英、熊颖、熊永华、熊

赞林、熊智刚、熊中明、胥力嘉、徐恩金、徐辅前、徐海华、

徐浩桦、徐鸿雷、徐辉、徐建海、徐健、徐静、徐俊杰、徐丽

美、徐笠、徐亮、徐铭泽、徐启、徐清、徐仁华、徐少明、徐

帅、徐嵩、徐王明、徐卫辉、徐文俊、徐文贤、徐夕松、徐晓

捷、徐晓善、徐兴国、徐学峰、徐艳勇、徐耀辉、徐莹、徐永

桂、徐勇飞、徐粽芬、许定普、许福来、许家骏、许金山、许

竞仁、许军志、许炼、许鹏飞、许青春、许廷勇、许维凯、许

文成、许贤礼、许贤桃、许亚丽、许银屏、薛继昌、薛松林、

薛亚兵、薛正伟、薛忠泽、焉爱平、鄢斌、鄢和平、鄢进发、

闫佰晶、闫富国、闫建国、闫珺、闫丽丽、闫仆、闫淑平、闫

霞、闫晓省、闫志军、闫志强、严飞飞、严冠南、严桂林、严

森、严晓明、颜辉、颜名堂、晏丽霞、晏宇、燕计伟、羊木

全、羊跃、阳开云、杨宝玉、杨彬、杨斌、杨波、杨超、杨成

杰、杨诚、杨承明、杨聪、杨德进、杨德余、杨东山、杨

冬、杨冬敏、杨富、杨刚、杨关龙、杨光、杨光奇、杨国

美、杨海江、杨洪斌、杨洪飞、杨虎、杨慧、杨吉星、杨

剑、杨健发、杨娇龙、杨杰、杨金华、杨金龙、杨金山、杨

进平、杨晋俨、杨俊得、杨俊国、杨俊朋、杨凯、杨坤、杨

乐、杨丽仙、杨联东、杨亮、杨林标、杨林超、杨柳、杨

伦、杨茂盛、杨孟纯、杨苗苗、杨明、杨明虎、杨明磊、杨

明亮、杨宁宁、杨平、杨屏、杨骞、杨勤锈、杨青、杨青

山、杨秋明、杨权、杨泉涛、杨睿、杨三明、杨森林、杨少

峰、杨生宽、杨生宙、杨胜彬、杨胜光、杨胜亮、杨书龙、

杨树、杨丝雨、杨铁军、杨廷良、杨伟生、杨文、杨文凯、

杨雯、杨武根、杨潇、杨晓东、杨晓磊、杨晓倩、杨晓燕、

杨新勇、杨秀军、杨亚明、杨艳涛、杨洋、杨叶正、杨益

付、杨益新、杨毅斌、杨颖、杨永海、杨永强、杨勇、杨用

文、杨玉成、杨志刚、杨志和、杨志平、杨志永、杨忠鸿、

杨尊栋、姚高才、姚国旗、姚金龙、姚龙、姚明志、姚巍、

姚小亮、姚迅、姚钊杰、叶飞龙、叶峰、叶光华、叶海棠、

叶华如、叶建涨、叶剑、叶进伟、叶克胜、叶利培、叶满

华、叶乃海、叶娘荣、叶盛、叶文俊、叶晓明、叶学丰、叶

泽锐、衣成万、衣志伟、易建雄、易建轩、易思锐、易鑫

民、易旭、易重庆、阴绪峰、殷保国、殷国栋、殷建雄、殷

俊刚、殷力军、殷利超、殷强、殷星星、殷颖迪、尹陈艳、

尹芳磊、尹飞、尹海栗、尹君严、尹力、尹伟、尹伟华、尹

文伟、尹希华、尹显君、尹晓东、尹逊广、尹燕运、尹治、

应承恣、应杰宁、雍定民、尤桂兰、尤磊武、尤月峰、游祥

侃、游招满、于宝国、于涣海、于建、于健、于俊伟、于

磊、于鹏、于社强、于文彬、于文罡、于晓、于晓东、于新

成、于雪峰、于兆国、余德华、余凤新、余富晨、余国彪、

余昊波、余衡、余洪民、余慧华、余奎、余强、余圣乾、余

胜冬、余晓雅、余洋、余应堂、余勇智、余治华、於德涛、

於在勇、俞费、俞汉锋、俞宣言、庾伟杰、郁何杰、郁介

锋、喻白玲、喻文亮、元东亮、贠京奇、袁彬、袁斌、袁

博、袁成伟、袁岱翔、袁栋、袁刚、袁国太、袁海梁、袁

强、袁世杰、袁文豪、袁新民、袁越闻、袁占军、袁志鹏、

原伟、苑广成、岳安武、岳公富、岳焕光、岳君、岳俊喜、

岳学强、岳之权、詹翠芳、詹健、战来香、战忠兴、张爱、

张爱彬、张爱军、张百顺、张百元、张宝、张宝林、张宝

龙、张宝权、张保红、张保亮、张保堂、张本志、张斌、张

波、张超、张超文、张超翔、张琛洁、张成凤、张成亮、张

春辉、张从东、张翠华、张大军、张德才、张德洪、张德

敏、张德心、张德运、张迪、张栋、张帆、张峰、张凤刚、

张凤华、张福俭、张福胜、张国军、张国雄、张国增、张

海、张海峰、张海泉、张海涛、张函、张昊哲、张浩、张浩

育、张皓程、张恒兵、张衡、张红霞、张宏伟、张宏宇、张

洪辉、张厚义、张虎杰、张华、张华军、张华平、张华勇、

张华州、张会君、张慧琳、张吉功、张吉林、张继民、张

佳峰、张家鸣、张家强、张建彬、张建光、张建辉、张建

军、张建强、张杰、张金甫、张金亮、张金林、张金鑫、

张晶涵、张景生、张菊明、张娟、张军、张俊超、张俊

伟、张骏、张开明、张凯、张珂、张克、张克军、张克容、

张坤、张坤明、张磊博、张立峻、张立明、张利、张良、

张亮、张龙、张璐、张玫晓、张孟夫、张敏捷、张明军、

张明清、张明珠、张乃顺、张宁菲、张排、张朋、张鹏、

张平东、张琦棪、张祺、张前、张荣、张荣芳、张荣荣、

张容铭、张瑞龙、张森岚、张少平、张少乾、张胜、张世

栋、张世金、张世荣、张仕江、张淑梅、张树博、张树

坤、张树伟、张帅君、张双春、张霜星、张顺高、张顺

兰、张硕、张松军、张松涛、张苏、张坦惠、张涛、张天

风、张天翔、张同伟、张彤、张威、张维华、张伟、张伟

敏、张卫聪、张文彬、张文旗、张文镪、张文勇、张曦

峰、张先丽、张贤春、张献海、张相阳、张祥林、张潇、

张小刚、张小花、张小军、张小龙、张小山、张小伟、张

小煜、张孝忠、张秀荣、张旭、张旭升、张学东、张亚

军、张彦斌、张彦军、张彦亭、张艳云、张扬楼材、张

阳、张奕霖、张益峰、张毅敏、张银、张银军、张永强、

张涌、张宇雷、张宇鹏、张羽、张雨妹、张玉国、张玉

江、张玉清、张聿津、张元岗、张兆军、张哲、张喆、张

臻、张振兴、张振宇、张震、张正红、张正林、张正平、

张正伟、张政国、张志超、张志华、张志攀、张志强、

张志伟、张志忠、张智浩、张仲凯、张柱勋、张茁、张

自敏、张字满、张宗余、章贝贝、章华、章伟、章阳奇、

章洋、赵春鹏、赵德国、赵德洪、赵东、赵东伟、赵二

彬、赵帆、赵飞、赵峰、赵光佑、赵海、赵贺阳、赵洪

元、赵辉、赵继东、赵佳、赵佳丽、赵建平、赵建设、赵

建涛、赵剑、赵杰、赵金国、赵金田、赵娟丽、赵军、赵

俊涛、赵俊霞、赵立勇、赵连国、赵亮、赵亮亮、赵林

寻、赵禄斌、赵鹏、赵鹏亮、赵桥、赵全江、赵然、赵绍

炜、赵圣英、赵思创、赵甜森、赵伟、赵为为、赵文、赵

文佳、赵文琪、赵小平、赵晓强、赵星、赵雪男、赵亚

楚、赵阳、赵仪军、赵英佐、赵颖超、赵映平、赵拥军、

赵勇、赵勇毅、赵宇鹏、赵玉艳、赵云、赵云朋、赵增

光、赵章森、赵振杰、赵振丽、赵振鹏、赵志钢、赵仲、

赵紫莹、赵宗锋、郑传奇、郑大鹏、郑德众、郑多加、郑

各强、郑汉涛、郑会江、郑建刚、郑建华、郑建胜、郑

觉、郑俊歌、郑龙晖、郑珉、郑荣华、郑少龙、郑世鉴、

郑淑春、郑松华、郑体泽、郑伟、郑卫东、郑文华、郑文

杰、郑锡明、郑晓斌、郑欣、郑鑫、郑玉华、郑源远、郑

振田、郑志超、智悦、钟成俞、钟承金、钟国、钟华、钟

佳、钟力安、钟媚、钟庆龙、钟苏杰、钟桃、钟远明、钟

月兰、钟卓龙、仲维海、仲维江、仲维龙、仲玉喜、仲昱

诠、周邦军、周斌、周昌寿、周超、周超瑜、周晨康、周

成荣、周代洪、周飞、周富林、周皋、周官明、周国成、

周国栋、周国民、周浩、周宏伟、周洪林、周华、周煌

鹏、周继东、周佳琦、周家武、周建民、周金龙、周靖、

周军霞、周俊兵、周丽琴、周连云、周灵艳、周鲁峰、周

茂强、周敏、周敏利、周木华、周祺星、周强、周统帅、周

伟平、周炜斌、周文浩、周希勇、周小平、周小双、周晓

诚、周晓东、周晓磊、周永军、周用雨、周游、周宇、周

玉龙、周元渊、周月、周韵、周增军、周振萌、周正刚、

周志勇、周智、周中佳、周仲热、周总、朱爱和、朱超、

朱春明、朱殿德、朱鼎革、朱国来、朱海飞、朱浩、朱家

玲、朱剑、朱江、朱洁、朱军、朱俊超、朱磊、朱立勇、朱

林、朱琳、朱龙德、朱平、朱启平、朱前锋、朱绍春、朱

卫丰、朱文辉、朱文杰、朱文明、朱文远、朱显同、朱晓

刚、朱孝兔、朱星福、朱义锋、朱永强、朱勇、朱渝、朱

玉忠、朱钰、朱赟、朱长余、朱镇方、朱正前、朱正文、

诸葛上源、竺绍华、祝恩茂、祝洪波、庄飞龙、庄伟、庄

栩生、资道晖、宗庆坤、宗校群、邹广师、邹国栋、邹

国华、邹海燕、邹杰开、邹俊仕、邹苏明、邹维、邹伟

光、邹伟侃、邹卫鹏、邹艳燕、邹杨、邹浴虹、左国荣、

左绘、左敬宏、左雪琳、左雪琴、佐博

全国第全国第一期工程总承包一期工程总承包（（EPCEPC））
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合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合格格

名单名单公示公示
全国第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及等级考试工作，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正式结

束。经资质审核并考试合格者，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认证中心批准并颁发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管理师或/和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专业技

术证书。

评价和指导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认证中心

组织和实施单位：北京中培国育人才测评技术中心

现对全国第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

人员参培及考试合格人员予以公示(以姓名首字母

排序)：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师&工程总承包

（EPC）项目经理公示名单：

傅 强 重庆华盛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顾晋全 湖南湘弘建筑有限公司

李红辉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李 颂 河源市华建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道先 湖南省明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刘德平 湖南省海合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占博 阜阳中电建博天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马学然 北京中景联合园林景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么永生 北京中景联合园林景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宋京南 苏州亿安特勘测有限公司

王道渊 湖南省湘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伍小强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郑武龙 深圳市中森园林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公示名单：

程金弟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董 航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姜雨彤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李铁柱 上海沱湖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林吉板 湖南省明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林立海 浙江佑成浦景风机有限公司

彭华山 山东三众高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吴光泽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闫继环 山东三众高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杨秀友 天津圣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詹翠芳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师公示名单：

戴水琴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刘金龙 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齐 军 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益付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杨正发 江西方有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袁国轩 隆回县南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成群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郑 龙 江西省大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有限公司

全国第四期智能建造师专业技术人员
考试合格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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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看台

化解农畜产品“卖难买贵”助力产业升级
本报讯 为大力发展农畜产品产业，推动小

生产与大市场对接，切实解决农畜产品“卖难买

贵”问题，近日，由中国食品报社与内蒙古包头市

昆都仑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包头市文化旅游集

团公司承办的“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农畜产品网红直播带货活动媒体见面会

在北京举行。

此次活动中，包头市昆都仑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了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及把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

他们着手汇集全国知名网红主播，在内蒙古地区

搭建一个专业性强、集中度高的全新网红直播平

台，借此开展交流合作、品牌展示、创造就业、招

商引资等，以提升昆都仑区食品和农副产品企业

及品牌影响力。

据悉，他们精心筹划的一次直播带货活动，于

7月 30日在包头市城市客厅产业融合5G直播供

应链基地举办。现场设立食品、农副产品、饮品、

调味品、农畜类五大展区进行直播带货，并计划提

取部分带货收益用于救助当地贫困儿童。

（王林强）

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发现某农资公司陈列在货架上的

农药中有四种农药已经过期，根据相关规定立即启

动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等程序。此事原本该由农业

行政执法大队查办，现在由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来查

处，这源自桐乡市在今年4月份开展了“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

该市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中，以“一

支队伍管执法”为突破，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专业

技术要求适宜”的行政处罚权交由各镇行使。其中

崇福镇作为省试点单位，率先以镇政府名义集中行

使发改、经信、民政等19个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

处罚事项918项，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占整体执法事

项26%以上，覆盖65%的执法领域。随后，全市剩

余7个镇统一挂牌成立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同时，

桐乡市成立了市级行政执法指挥中心，加强全市层

面的行政执法统筹。自此，“一支队伍管执法”模式

实现了镇级全覆盖，解决了以往基层执法力量不足，

各条线执法协同性不强的难题。

（李建亮 朱建刚）

凭借非遗项目优势 打造香包产业链条
本报讯 7月暑期，江苏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开展暑期香包研学游

非遗传承活动的山东泰安小学师生们。这是该村

依托国家非遗项目香包发展文旅项目的一个掠影。

马庄村的香包，属于国家级非遗项目，是当地

的一大特色产业。为推动非遗项目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当地百姓凭借手工缝制香包工艺精

细、品质高端的独有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

品牌影响力。他们通过建立香包网络销售平台并

吸收有想法、有能力的年轻人加入，扩大了网络销

售渠道；加强与高校合作，开发了五子锤、艾灸枕

等功能性香包；实施中草药试验田项目、香包原材

料本土种植等。

该村还将旅游和香包文创产业相结合，建有

香包制作室、体验馆、研发工作室和香包展示销售

馆，将香包产业推向了一体化。2020 年，马庄香

包产销持续增长，产值实现近千万元，带动了村民

增收致富。 （张金梦）

创建“同辈互助”模式 为民辅警减压赋能
本报讯 日前，广西北海市公安局同辈互助小

组结合一线民辅警现场执法特点，模拟处置家庭纠

纷、受害人自杀等接处警场景，以现场处置、民警分

享、教官点评等方式开展心理互助，有效纾解了现场

执法给民辅警带来的心理问题。

去年以来，北海市公安局以全警实战大练兵

为契机，针对民辅警压力大、无处纾解的现状，制

定出同辈互助带领者计划，即：在全市公安机关招

募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或对心理健康服务感兴

趣的民辅警成立起“同辈互助小组”，他们既是心

理教官也是互助成员，并将同辈互助支持团体项

目带入基层开展团队心理辅导，不断扩大服务体

系范围。

针对新冠疫情给民警增加的工作压力，北海市

公安局“同辈互助小组”成员为全区、全市民辅警开

展辅导，累计服务1500人次。他们还组建公安心理

危机干预队、心理实战服务团队、心理志愿者服务团

队等，进一步培养了民警辅警互助能力、创新能力、

工作能力等。 （郑绢山 庞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