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能鉴定站考评员库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联系方式 工种名称 等级 发证日期 证件编号 有效期限 备注 

1 曾惠敏 女 硕士   13974723745 森林病虫害防治员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79 2018-12-30 在用 

2 曾惠敏 女 硕士   13974723745 林木种苗工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79 2018-12-30 在用 

3 徐一斐 男 研究生 副教授 13973409650 绿化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71 2018-12-30 在用 

4 陈盛彬 男 本科 教授 13974778753 绿化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70 2018-12-30 在用 

5 高建亮 男 研究生 副教授 15873414858 绿化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69 2018-12-30 在用 

6 付美云 女 博士 教授 13607340938 花卉园艺师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5 2018-12-30 在用 

7 林仲桂 男 硕士 教授 13875622558 森林病虫害防治员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4 2018-12-30 在用 

8 林仲桂 男 硕士 教授 13875622558 林木种苗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4 2018-12-30 在用 

9 宋光桃 女 博士 副教授 13762437103 森林病虫害防治员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3 2018-12-30 在用 

10 宋光桃 女 博士 副教授 13762437103 林木种苗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3 2018-12-30 在用 

11 宋光桃 女 博士 副教授 13762437103 森林消防员 高级       新增 

12 田伟政 女 本科 教授 13875701926 花卉园艺师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2 2018-12-30 在用 

13 田伟政 女 本科 教授 13875701926 林木种苗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2 2018-12-30 在用 

14 杨修立 男 本科 副教授 13873439925 花卉园艺师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1 2018-12-30 在用 

15 杨修立 男 本科 副教授 13873439925 林木种苗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1 2018-12-30 在用 

16 姜小文 男 博士 教授 13787706545 花卉园艺师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0 2018-12-30 在用 

17 姜小文 男 博士 教授 13787706545 林木种苗工 高级 2015-12-1 15480010020 2018-12-30 在用 

18 姜小文 男 博士 教授 13787706545 护林员 高级       新增 

19 陈乐谞 女 硕士 讲师 13575135731 绿化工 中级 2015-12-1 15480020237 2018-12-30 在用 

20 王  欣 女 本科 讲师 13054053767 绿化工 中级 2015-12-1 15480020238 2018-12-30 在用 

21 谢  荣 女 硕士 讲师 15200581133 花卉园艺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4 2018-12-30 在用 

22 谢  荣 女 硕士 讲师 15200581133 花艺环境设计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4 2018-12-30 在用 



23 赵富群 女 硕士 讲师   花卉园艺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3 2018-12-30 在用 

24 赵富群 女 硕士 讲师   花艺环境设计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3 2018-12-30 在用 

25 刘飞渡 男 研究生 讲师 13575231410 花卉园艺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2 2018-12-30 在用 

26 刘飞渡 男 研究生 讲师 13575231410 花艺环境设计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2 2018-12-30 在用 

27 刘慧娟 女 研究生 讲师   森林病虫害防治员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1 2018-12-30 在用 

28 刘慧娟 女 研究生 讲师   林木种苗工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1 2018-12-30 在用 

29 胡春梅 女 研究生 讲师   花艺环境设计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0 2018-12-30 在用 

30 胡春梅 女 研究生 讲师   花卉园艺师 中级 2015-12-1 15480020080 2018-12-30 在用 

31 李  蓉 女 硕士 讲师 18674798910 餐厅服务员 高级 2016-3-1 201603180213356 2019-3-30 在用 

32 李  蓉 女 硕士 讲师 18674798910 森林旅游解说员 高级       新增 

33 廖丽华 女 硕士 讲师 13975477696 餐厅服务员 中级 2016-3-1 16031802215969 2019-3-30 在用 

34 廖晶晶 女 硕士 讲师 13875776019 餐厅服务员 中级 2016-3-1 16031802215968 2019-3-30 在用 

35 姬瑞华 女 硕士 讲师 15886467978 林业行业督导员   2015-12-1 2015480047 2018-12-30 在用 

36 刘作云 男 硕士 讲师 15073404055 林业行业督导员   2015-12-1 2015480048 2018-12-30 在用 

37 刘作云 男 硕士 讲师 15073404055 农业行业督导员   2014-12-1 2014470378 2017-12-30 在用 

38 刘作云 男 硕士 讲师 15073404055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 高级       新增 

39 谢树云 男 本科 高级工程师 13507343591 花卉园艺师 中级 2008-9-1 08480020077 2011-9-1 已过期 

40 谢树云 男 本科 高级工程师 13507343591 林木种苗工 中级 2008-9-1 08480020077 2011-9-1 已过期 

41 范适 男 博士 副教授 13975473625 花卉园艺师 中级 2012-9-12 201209180129421 2015-9-12 已过期 

42 郭锐 女 硕士 讲师 15580321911 花卉园艺师 中级 2012-9-12 201209180129422 2015-9-12 已过期 

43 林仲桂 男 硕士 教授 13875622558 园林植物保护工 中级 2008-9-1 08480020073 2011-9-1 已过期 

44 林仲桂 男 硕士 教授 13875622558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高级       新增 

45 陶爱群 女 硕士 讲师 15273453178 工程测量工 中级 2012-9-12 201209180129436 2015-9-12 已过期 

46 陶爱群 女 硕士 讲师 15273453178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 高级       新增 

47 左家哺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 高级       新增 



48 李雪梅                   无 

49 杨宁 男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 高级       新增 

50 陈孙华 男                 无 

51 郭锐 女                 无 

52 赵富群 女                 无 

53 孙琼 女                 无 

54 廖文婷 女       森林抚育工 高级       新增 

55 骆小军 男                 无 

56 雷玉兰 女                 无 

57 陈璟 男                 无 

58 陈乐谞 女                 无 

59 李三华 女                 无 

60 王欣 女                 无 

61 赵林峰 男       森林抚育工 高级       新增 

62 罗慧敏 女                 无 

63 伍威 男                 无 

64 洪琰 女                 无 

65 谭晓明 男                 无 

66 龙盈 女                 无 

67 奉中华 男                 无 

68 谢光园 女                 无 

69 钱秋荣 女                 无 

70 梁称福 男                 无 

71 范适 男                 无 

72 李有清 男                 无 



73 李静纳 女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高级       新增 

74 彭劲松 男                 无 

75 屈中正 男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 高级       新增 

76 谭新建 男       森林旅游解说员 高级       新增 

77 谭新建 男       护林员 高级       新增 

78 张翔 男       森林旅游解说员 高级       新增 

79 郑新红 女       森林旅游解说员 高级       新增 

80 王丽娜 女                 无 

81 许凌云 女                 无 

82 刘剑飞 男                 无 

83 陈建平 女                 无 

84 李娟 女                 无 

85 黄雯 女       森林抚育工 高级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