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蔡晓明 工作单位 三门县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站 行政职务 站长、兼局“五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0-11-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三门县水土保持措
施普查

主持。全面调查三门县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
措施现状，编写三门县水土保持措施普查工
作报告，制作三门县水土保持措施分布图。

国务院、浙江省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报告主要
编写人

2010-11-19

2013-07-15

至

全国第二批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能力建设 主持。制定实施方案，完成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能力建设的各项指标任务，全面提高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水平，编写自查报告及验收资
料。

水利部 项目负责人，报告编写
人

2012-06-25

2015-03-20

至

三门县节水型社会建设 主持。编制三门县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完
成三门县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编写
三门县节水型社会建设终期自评估报告。

浙江省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主要编写
人

2013-03-29

2016-04-29

至

74省道南延三门毛张至椒江二桥三门段
工程水土保持

主持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全长18.586km,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127.81hm2，完成水土
保持投资2641.37万元。

浙江省水利厅 水土保持监督组组长2011-04-05

2015-11-02

至

三门县水土保持规划 主持。制定规划编制的目标、任务和规模，
提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布局，划定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项目负责人，规划主要
编写人

2012-09-28

2015-04-20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陈宏伟 工作单位 天台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职务 科长（法人代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5-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和“五水共治”“抓
节水”工作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加强水资
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
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管理，推进节水型社
会建设

国务院、省政府 具体负责水资源管理和
抓节水工作

2013-01-01

2016-08-08

至

天台县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修编工作

对05年版划分方案进行勘误，对与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存在明显冲突的部分功能区进行调
整，优化功能区分类，服务天台县经济社会
发展

省政府、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3-08-26

2015-07-01

至

天台县取水实时监控系统建设项目 完成2家国控项目、20家省控项目取水实时
监控系统建设，提高水资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和管理效率，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奠定
基础

省政府、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1-11-17

2016-06-01

至

天台县用水总量统计工作 采用重点逐一统计和抽样统计方式，统计天
台县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环境等各行业
用水情况，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提供技
术支撑

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5-03-11

2016-08-09

至

天台县“十三五”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 分析天台水资源现状，预测用水需求，制订
水资源配置方案，制定水资源管理对策和保
障措施，建立完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体系

天台县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2015-03-16

2016-08-08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戴香琳 工作单位 台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行政职务 设计三所主任工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1-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台州市） 省重点工程，包括河湖、工程、用水、水保
等方面的普查。分前期准备、清查登记、填
表上报和成果发布四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国务院第一次全
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清查阶段技术总负责2010-10-10

2014-06-30

至

台州市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 省重点工程，工程等级为Ⅲ等，整治河道
17.4km，新建和改建水闸各1座、新建2座泵
站，工程总概算232924.27万元。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水文专项负责人2013-08-01

2014-05-30

至

台州市水资源保护规划 规划范围为台州全市，包括现状调查评价制
定污染物入河量方案入河排污口布局整治内
源面源治理水源地保护，投资261371万元。

水利部 主持2012-07-15

2014-12-30

至

中石化台州临海油库配套码头工程防洪
评价报告

省重点项目，临海油库配套码头占用灵江行
洪区，建立二维模型分析栈桥、作业平台、
后方堆场等建筑物对区域行洪排涝造成的影
响。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持2012-02-05

2013-01-30

至

台州市温黄平原水利计算模型应用技术
报告

省水利科技项目（编号：RC1310）。采用
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技术模拟流域洪水演
进过程，建立温黄平原全流域水利计算模型
。

浙江省水利厅 水文模型负责人2013-01-10

2014-12-30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方保富 工作单位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经理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9-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台州市椒江区下洋浦河道整治工程 河道0+000~0+980进行护岸整治，整治河道
长980米

台州市椒江平安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人2014-06-09

2015-03-15

至

台州市椒江区十一塘围垦工程Ⅰ标 省重点工程，本工程为Ⅲ等工程，主要建筑
物包括：北直堤长2950）、顺堤长1950m）
及北闸。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副经理2010-10-01

2012-12-09

至

浦江县壶源江檀溪段治理工程Ⅰ标段 河道综合治理长3.33km，堤防及护岸长
3.81km

浙江省水利厅和财政厅 浙水河[2013]76
号

项目技术负责人2014-02-08

2015-10-31

至

台州市栅岭汪排涝调蓄工程（椒江段）
配套工程-应急排涝工程

省重点配套工程，新开挖东山河与东庄泾衔
接的河道长100米，老河道疏浚长1743米。

台州市椒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经理2015-01-05

2016-04-27

至

浙江省台州市长潭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骨干工程2013年度项目施工第3标段
（路桥区南官河套闸工程）

省重点工程，工程为Ⅲ等工程，主要有上闸
首、闸室和下闸首等部分组成。

浙江省水利厅 施工管理负责人2015-02-01

2016-06-30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冯济缘 工作单位 台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行政职务 主任工程师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1-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温岭市白溪水库工程施工图 省重点工程。新建小（1）型水库，总库容
262万m3，工程等别为Ⅳ等，大坝为混凝土
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30m。主持完成。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经理2012-07-20

2013-05-30

至

四川省苍溪县碑沱水电站翻板坝改造工
程

河床式水电站，总库容3973万m3，装机1万
KW，工程规模为中型，等别为Ⅲ等。翻板
闸门总长度162.20m。主持完成。

四川省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经理2011-10-05

2012-02-27

至

临海市双港溪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以河流治理为重点，科学拟定治理总体布局
，确定主要工程措施等。双港溪流域面积
162.66 km2，主要河道8条。主持完成。

浙江省水利厅、临海市人民政府 项目经理2015-03-11

2015-10-20

至

椒江区沿海海塘加固工程 保护人口3.67万人，保护农田2.11万亩；防
潮标准为50年一遇，工程级别为3级，海塘
长度为4.023km。主持完成。

台州市水利局 项目经理2012-01-02

2012-05-25

至

天台县白鹤镇杨家岙水库应急抢险加固
方案

总库容127.5万m3，小（1）型水库，工程等
别Ⅳ等，主要建筑物为4级，坝长185.00m，
坝高16.4m。主持完成。

浙江省水利厅、天台县水利水电局 项目经理2013-02-06

2013-03-20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何贤武 工作单位 三门县海游水利站 行政职务 局党组成员、站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8-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三门县三门盐场标准海塘加固工程 长2.71公里，御潮标准50年一遇，投资
2275.65万元，保护土地面积1.5万亩，人口
2.6万人。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主持2012-06-27

2013-11-14

至

三门县第五批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项目

山塘综合整治52座，灌区配套与改造22处，
渠道166km，泵站23座，高效节水灌溉0.8万
亩，投资6896.46万元。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主持2013-06-12

2015-03-11

至

三门县洞港闸加固改造工程 为9孔*3m，50年一遇挡潮，10年一遇排涝标
准的中型水闸，最大设计流量为425m3/s，
投资1116万元。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主持2012-04-11

2014-08-13

至

三门县悬渚标准海塘加固工程 海塘长2.45公里，中型水闸1座，御潮
标准50年一遇，投资9817万元。工程建成后
提高县城防灾减灾能力。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主持2014-07-16

2015-10-14

至

三门县岙口塘标准海塘加固工程 长2.9.3公里，御潮标准50年一遇，投资
909.20万元，保护土地面积1.1万亩，人口
0.29万人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主持2012-07-18

2013-11-12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黄剑 工作单位 台州市黄岩区水文站 行政职务 副站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硕士研究生 工程师 2011-07-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台州市黄岩区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
措施建设

概算投资74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00万元，
山洪预警涵盖11个乡镇（街道）57个村共
1699人。本人主持项目建设管理。

水利部 项目负责人2010-09-20

2014-02-17

至

黄岩区2015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概算投资574.9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420万元
，山洪预警涵盖6个乡镇60个村共1500余人
。本人主持项目建设管理。

水利部 项目负责人2016-01-26

2016-07-24

至

《台州市黄岩区防汛防台应急预案》修
编

汲取多年防汛防台经验，增加了特大洪水和
超强台风级别，提高预案科学性、实用性，
为全区防汛防台工作提高依据。本人主持编
写。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 项目负责人2014-08-31

2015-06-27

至

台州市黄岩区2013年第23号“菲特”台风
洪灾调查

完成13个乡镇（街道）淹没情况调查测量,
通过暴雨洪水、调度、防御工作等分析后，
总结成功经验及防洪薄弱环节。本人主要参
加。

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3-11-22

2014-08-16

至

台州市黄岩区基层防汛防台体系规范化
建设

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623个，落实避灾安
置点246个，提高全区19个乡镇570个村（居
）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本人主持。

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 项目负责人2014-05-05

2015-10-16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金相林 工作单位 温岭市农村水利管理站 行政职务 温岭市水利局副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1996-12-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温岭市江厦排涝隧洞工程 治理温黄平原骨干排涝工程，受益面积18万
亩。包括隧洞、河道、排涝闸等，全长
12km，省重点水利工程。本人主持质量安
全工作

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 指挥部（业主）质量安
全股长

1992-01-22

1999-05-19

至

平原河网水域资源WEBGIS管理系统（温
岭）

建立温岭河道数据库，河道水域资源统计分
析计算，实现系统WEB方式访问。本人负
责项目的功能需求，参加系统设计、数据整
编等。

浙江省水利厅 第二完成人2004-10-08

2005-07-13

至

温岭市金清新闸排涝二期工程 治理温黄平原骨干排涝工程，是金清新闸排
涝一期的续建项目，为省重点水利工程。本
人独立完成沈桥、麻车人行桥的设计。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桥梁设计项目负责人2006-05-09

2008-06-11

至

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 总投资9046万元，本人主持实施泵站、高效
节水灌溉、田间灌排等项目19个，受益农田
1.8万亩，投资1800万元。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负责片区
的项目管理

2009-10-08

2012-06-12

至

台州市长潭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骨
干工程2013年度项目

台州市长潭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骨干工
程2013年度项目。本人独立完成烂埠头闸改
造的设计、雨伞浦套闸改造的校核。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水闸设计项目负责人2013-05-08

2013-11-05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梁海兵 工作单位 台州市重点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行政职务 重点办主任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9-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台州市朱溪水库工程 主持负责项目技术审查，国家172重大水利
项目、省重点工程，跨流域项目，大2型水
库，II等工程，总投资37.5亿。

国家发改委、浙江省发改委 主持，项目技术审查负
责人

2010-08-14

2016-07-28

至

台州市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主持负责项目技术审查，省重点工程，Ⅲ等
工程，50年一遇防洪标准，总投资20亿。协
调解决跨区域沿线河道纳污，招标文件审查

浙江省发改委 主持，项目技术审查负
责人

2014-08-26

2015-01-22

至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场浦排涝调蓄工程 主持负责项目技术审查，省重点工程，Ⅲ等
工程，排涝标准20年/遇，防潮标准50年/遇
，河宽60-100m，投资21.7亿元

浙江省发改委 主持，项目技术审查负
责人

2012-08-06

2016-07-18

至

台州市长潭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骨
干工程项目

主持负责技术审查，省重点工程，为Ⅲ等工
程，服务13.8万亩农田灌溉和排涝，总投资
1.35亿元，中央资金0.4亿元。

浙江省发改委 主持，项目技术审查负
责人

2012-08-13

2013-04-27

至

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吹填及软基
处理工程

主持负责技术审查，市重点工程，航道疏浚
3.8km2，吹填面积8.9km2，投资6.8亿。组织
论证吹填技术方案，招标监管。

台州市发改委 主持，项目技术审查负
责人

2012-09-27

2015-07-05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栋 工作单位 台州市黄岩区水文站 行政职务 水政水资源办公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0-10-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第一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县（
市、区）达标创建。

主持开展黄岩区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主持
制定方案，组织载体创建，参与编写市本级
规划，主持编写黄岩区终期自评估报告。

浙江省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2013-04-08

2015-12-31

至

黄岩区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修编

依据有关技术导则，对现状水功能区进行优
化调整划分，并主持编写《黄岩区水功能区
水环境功能区修编方案》。

浙江省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2014-05-01

2015-06-29

至

黄岩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实施工作 主持黄岩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实施
工作，独起草工作实施方案，编写政府自查
报告。独立。

浙江省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2013-01-11

2016-05-31

至

黄岩区水土保持规划 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重
点预防区面积606.88km2，至2020年全区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9.32km2。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 项目负责人2013-08-05

2015-03-15

至

黄岩区用水总量统计工作 开展农业重点、一般样本灌区、重点、非重
点用水户用水量调查统计工作，编写《黄岩
区2015年用水总量统计分析报告书》，主持
。

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5-01-15

2016-07-18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国平 工作单位 台州市水文站 行政职务 水情科   科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1998-12-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温岭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科学制定水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有效
节约、优化配置，积极保护和综合治理，促
进温岭市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
展主持

根据水利部《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任务
书》 温岭市政府 温岭市发展计划局

项目负责人、主编2003-09-01

2005-07-01

至

三门县水文事业发展规划 根据水利部、省水利厅、省水文局和三门县
政府要求，为促进水文事业健康发展，使其
与本县社会发展相适应。主持

根据水利部水文局《全国水文事业发展
规划》 三门县政府 三门县发展计划局

项目负责人、主编2003-01-01

2004-11-01

至

浙江省临海市溪口水库防洪标准复核报
告

根据《浙江省千库保安工程》的要求及水库
工程大坝安全鉴定需要。主持

根据《浙江省千库保安工程》 浙江省
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主编2003-03-01

2004-11-01

至

天台茶园一、二级电站水资源论证报告 以发电为主，不承担灌溉和防汛任务，在电
力系统中起调峰作用。主持

台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编写2005-02-01

2007-09-01

至

全国水情预警信息共享发布平台测试 通过测试平台水文模型参数合理，预警用户
管理合理，能对科学防汛抗旱和指挥决策发
挥预警作用。独立完成其中之一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 主要编写测试人员2012-04-01

2012-11-01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建领 工作单位 台州市黄岩区永宁江管理局 行政职务 防汛技术科科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0-12-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黄岩区永宁江闸沉降观测 排涝闸共有43个测点,用于观测分析排涝闸
各部位的沉降情况，为排涝闸的安全运行提
供理论依据。

水利规范要求 负责并主持测量工作，
数据分析。

2000-05-01

2016-07-15

至

黄岩区永宁江闸工程水文 建设期为2002年7月15日--12月25日。工作任
务有：降雨量.蒸发量.上下游水位.闸门运行
及8时报汛记录.来电记录。

台州市水文站 主持水文站工作，汇总
并归档。

2002-07-15

2016-07-15

至

黄岩区永宁江民船套闸翼墙修复工程 2011年汛前，工程巡查时发现左岸翼墙高程
0.00米以上长73米开裂并向下游倾斜，防洪
挡潮功能消失。修复后恢复原功能。

黄岩区永宁江管理局 质量检查、联系单签证
、合同管理

2011-04-13

2011-06-28

至

黄岩区永宁江治理二期工程竣工验收会
上提出的问题

工程分37个标段，总投资5.93亿元。本人编
写运行管理报告，提出有关竣工验收的技术
问题，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和重视。

黄岩区永宁江管理局 水工建筑物的检查、巡
查

2015-01-01

2015-01-06

至

2015年度黄岩区永宁江管理局水工建筑
物及附属设施年度检修和安全隐患检查
报告

大型水闸、民船套闸、四座中型水闸、
37KM长的两岸20年或50年一遇的防洪江堤
等工程的安全检查和年度检修内容，确保安
全。

黄岩区永宁江管理局 主持工作、提出问题、
检修方案

2015-01-01

2015-12-31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王钧 工作单位 温岭市农村水利管理站 行政职务 质量监督站站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1-12-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温岭市水利工程基
本情况普查报告

通过对温岭市水利工程的普查，查清各类水
利工程的数量与分布、规模与能力及效益等
基本情况。主持水利工程专项普查。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 水利工程专项普查组组
长

2010-11-01

2013-02-09

至

台州市长潭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骨
干工程2013年度项目施工Ⅰ标段（温岭
市烂埠头闸和雨伞浦套闸改造工程）

主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排涝标准为10年一
遇三天暴雨三天排除，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
，灌溉保证率达到85％。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质量监督组组长2014-05-20

2015-09-29

至

第一批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
设

总投资9046万元，主持实施山塘整治、高效
节水灌溉、田间灌排等项目56个。节水灌溉
面积增加15.47万亩。

浙江省水利厅、财政厅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2009-10-05

2012-06-02

至

温岭市太湖水库除险加固一期工程 太湖水库总库容2446万立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大坝整坡、毛坦路路堑边坡处理及溢
洪道改造工程，总投资1146万元。

台州市水利局 主要负责人2003-03-10

2004-10-08

至

温岭市大山坑山塘除险加固工程 防洪标准30年一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大坝
坡干砌块石护坡；溢洪道底部及两侧用C20
砼护砌，老涵管封堵，新建放水隧洞等内容

温岭市发展和改革局 施工图设计主要负责人2006-07-01

2006-11-28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吴才华 工作单位 玉环漩门湾观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7-11-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玉环县漩门湾3-1土地开发项目工程 项目总面积2632亩，合同造价1861万元，本
人参与立项、设计、招投标、施工管理、验
收结算等，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工作。

玉环县国土资源局 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2011-08-18

2014-03-11

至

玉环县漩门二期6号地块土地开发项目 项目总面积1715亩，合同造价1676.4万元，
本人参与立项、设计、招投标、施工管理、
验收及结算，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工作。

玉环县国土资源局 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2012-08-07

2013-08-23

至

漩门二期二期海堤抢险道路及停车场工
程

道路长6200米，停车场面积8000平米，合同
造价866.5万元，本人参与设计、招投标，
主持项目管理、验收及结算工作。

浙江玉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主管，技术负责人2011-05-06

2011-12-30

至

玉环县漩门二期蓄淡围垦工程 围垦面积5.6万亩，总投资5.201亿元，组织
参与竣工验收自查、防潮标准复核、竣工财
务结算、竣工验收相关工作。

浙江省计经委[1994]124号 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1998-09-20

2016-01-21

至

玉环经济开发区漩门二期水库清淤利用
工程（二期）

河道总长8.4公里，清淤工程量约40万方，
合同造价483万元，本人全程参与设计、招
投标，主管项目施工，负责技术管理工作。

玉环县水利局、玉环县财政局 项目主管，技术负责人2012-08-10

2014-11-14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吴建来 工作单位 仙居县下岸水库管理局 行政职务 防汛办主任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1-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仙居下岸水库大坝安全鉴定 作为运行管理单位的技术负责，组织和参加
了下岸水库（大2型）的安全鉴定工作，并
独立编写了《下岸水库运行管理报告》。

浙江省水利厅 技术负责，主要参与者2013-10-05

2016-06-12

至

2011~2015年台州大中型水库水文资料整
编

大型水库水位、流量资料整编说明表、径流
系数计算表、逐日平均水位流量表、水库水
文要素摘录表、逐日降水量表、降水量摘录
表等。

台州市水文站、浙江省水文局 主要参编人员，下岸水
库主编

2012-01-01

2016-07-19

至

2012~2016年下岸水库年度控制运用计划 下岸水库上年度水雨情总结，控制蓄水位、
洪水调度原则、防洪调度权限，兴利调度，
水库放水预警、水文自动测报及洪水预报等
。

浙江省防指、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主编2012-03-05

2016-03-20

至

2011~2015年下岸水库年度安全检查报告
及放水预警方案

报告包括包括大坝巡查，汛期、年度安全检
查，安全监测及资料分析，闸门与启闭设施
及备用电源的维修养护等，及放水预警方案
编写。

浙江省水库管理总站 项目负责人，主编2012-02-12

2016-02-20

至

下岸水库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更新改造 对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进行自动化更新改
造，包括变形监测、渗流监测、内观仪器鉴
定及自动化监测系统等，项目造价173万元
。

仙居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甲方代表2015-08-02

2015-12-28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吴万里 工作单位 台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行政职务 主任工程师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1-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台州市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河道部分（
第七册）东官河7+200~11+145施工图设
计图集

工程等别Ⅲ等，黄岩城区防洪标准50年一遇
。河道整治长8.5km，设计河宽38m，河底
高程-1.5m，设计流量88m3/s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项目经理2015-03-29

2015-10-19

至

长潭灌区节水续建配套骨干工程2013年
度项目——三才泾套闸工程

工程等别为III等，水闸设计流量126m3/s，
净宽2边孔×4m+1中孔×6m，闸底高程-
1.00m。水闸基坑深度5m。

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经理2013-09-02

2013-12-25

至

椒江区华景新闸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等别为III等，水闸级别为3级，水闸的
设计最大过流能力430m3/s，净宽3孔
×8m，闸底高程-1.00m，为出海闸

台州市椒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经理2013-03-05

2013-12-25

至

三门县下沙塘标准海塘工程初步设计 4级海塘，总长2.23km，防潮标准为20年一
遇，投资1167万。原海塘为非标准海堤，断
面型式多样，与周边环境复杂。

三门县水利局 项目经理2011-12-05

2012-05-24

至

临海市农村河道综合整治试点工程（括
苍镇项目区） 初步设计报告

针对括苍镇16条山溪性河道设计，重点设计
马横溪，总投资1967万元。马横溪堤防等级
4级，整治长度1.83km。

临海市政府、临海市水利局 项目经理2012-04-10

2012-08-30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徐军伟 工作单位 台州市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台州市水务集团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3-12-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台州供水二期工程引水工程运行调试 省重点工程引水段，引水规模77万吨/日，
受益范围台州市黄岩区、路桥区、椒江区、
温岭市和玉环县，主持项目

浙江城市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引水工程调试负责人2010-10-28

2012-10-30

至

台州供水二期工程长潭调节站典型操作
票编写

省重点工程引水枢钮站点，引水规模77万吨
/日，受益范围台州市黄岩区、路桥区、椒
江区、温岭市和玉环县，主持项目

浙江城市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2010-10-28

2011-06-30

至

台州供水二期工程原水系统运行规程 省重点工程原水段管理单位 ，引水规模77
万吨/日，受益范围台州市黄岩区、路桥区
、椒江区、温岭市、玉环县，主持项目

浙江城市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2011-07-28

2013-09-25

至

黄岩泵站路桥线水泵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省重点工程台州二期供水工程中心泵站黄岩
泵站的内部改造，10万吨/日，受益范围为
路桥区和泽国镇，主持项目

浙江城市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2010-10-28

2013-01-25

至

台州一期供水工程17公里箱涵停水检修 主持台州一期供水17公里2米×1.8米供水箱
涵停水检修，供水范围为台州三区、温岭泽
国镇，并主持编写项目后评估报告。

浙江城市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2015-04-10

2015-08-23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杨自强 工作单位 三门县农村水利管理站 行政职务 三门县河道管理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0-11-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三门县海游溪亭旁溪王村至前楼段治理
工程

主持，为中央中小河流治理项目，3级堤防
，中型工程，概算2831万元，保护亭旁镇镇
区及人口4万余人，农田1.8万余亩。

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财政厅（浙水河
【2013】12号）

技术负责人2012-09-17

2016-05-28

至

三门县海游溪亭旁溪前楼至尤家河段治
理工程

主持，中央中小河流治理项目，3级堤防，
中型工程，概算3024万元，保护亭旁镇、海
游街道3万余人及铁路站，耕地1.5万亩。

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财政厅（浙水河
【2013】13号）

技术负责人2012-09-17

2016-06-28

至

三门县海游溪珠游高枧段治理工程 主持，为中央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概算
966.5万元，4级堤防。保护原高枧乡及多宝
讲寺等，保护人口2万余人、耕地一千余亩
。

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财政厅（浙水河
【2013】35号）

技术负责人2012-09-17

2015-03-23

至

三门县海游溪珠游溪等4条河道综合治理
规划

流域面积861km2，保护人口28万余人；包
括珠游溪、亭旁溪、清溪、白溪等。保护县
城及主要乡镇、街道，主要参与编写、校核

三门县人民政府 参与编写和校核2015-03-02

2015-11-02

至

清水绿廊工程 全县实施“清水”工程358km，投资3.28亿
元。基本实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功能
齐全、人水和谐”。主要负责建设管理。

三门县人民政府（三政发【2011】44号
）

主要负责工程的建设管
理与保洁等

2012-09-12

2016-07-29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尹志伟 工作单位 台州市水文站 行政职务 副总工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1-09-19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年鉴2012年 参与2012年水文资料审查、复审、汇编，达
到项目完整、图标齐全、考证清楚、定线合
理、资料可靠、方法正确的规定质量标准。

水利部 主要参编人员，台州市
负责人

2012-01-01

2013-12-31

至

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参加全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修
订，方案是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对05版进行了优化调整。

浙江省环保厅、浙江省水利厅 台州市校核负责人2013-08-01

2016-02-29

至

台州市本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试点终期
自评估报告

主持台州市本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试点终期
自评估报告，该项目是省水利厅试点，实施
后台州市本级用水总量得到控制，用水效率
提高。

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3-04-24

2015-06-01

至

台州市水资源保护规划 主持台州市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对现状进
行调查分析，明确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编
制控制污染方案，制定保护水资源措施。

水利部、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3-04-24

2014-12-31

至

台州市本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主持编制台州市本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市级统筹推进编制规划，椒黄路三区严格按
照规划实施，通过验收得到省政府命名。

台州市水利局、台州市发改委 项目负责人2013-03-29

2015-12-31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占亮 工作单位 三门县水土保持监督站 行政职务 副科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10-11-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节水型社会中期评估报告 主持梳理总结三门县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完
成情况，包括指标完成情况、制度建设，节
水型载体建设、水生态治理与保护等

浙江省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2014-11-03

2015-12-01

至

浙江省三门县农村供水工程“十三五”
规划

主持规划新建两座水厂、管道延伸工程9处
，供给新增供水规模54450吨/天，受益人口
131391人

浙江省水利厅 项目负责人2015-09-01

2016-03-31

至

三门县2014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备查材料

主持2014年三门县“三条红线、八项指标”
的数值收集整理，分析，并对2014年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考核的相关资料收集整编工作

台州市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2014-03-01

2015-05-29

至

2015年三门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测算分析报告

主持本地区典型灌区状况选取，分析样本灌
区的资料、实验数据，通过观测、计算分析
，得出现状灌溉水有效利用洗漱

浙江省农水局 项目负责人2014-04-01

2015-11-02

至

三门县2011年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实施
方案

主持现场勘查、对三门县8个乡镇范围内27
个村2万农村人口饮水情况调查摸底，并设
计工程措施，新增供水规模3000吨/天

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水利厅 报告编写人2010-12-01

2012-01-02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张文珍 工作单位 天台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职务 无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2-12-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浙江省中小河流预警预报方案构建项目
台州地区（始丰溪天台）分项目技术报
告

中小河流预警预报系统是中央资金和地方资
金配套投资项目。始丰溪预警预报的建立提
高了流域洪水灾害防御能力。预报合格率
83％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 主持和报告编写2013-02-01

2014-10-01

至

2015年浙江省水文测站考证（台州市） 完成天台县基本水准点沿革调查、校测、测
站历史特征值分析、测站现状图片采集等，
并代表县水文站参加了省市考证成果验收工
作。

水利部 主要参与人员2015-06-01

2016-04-01

至

2014年里石门水库控制运用计划 里石门水库控制运用计划是确保水库安全运
行的重要依据。计划明确了洪水调度的原则
和方式以及当年灌溉发电的兴利计划。

浙江省水利厅 独立编写2013-12-01

2014-02-01

至

2013年台州市水文资料整编成果 参加台州市的大区水文资料会审，会审内容
有降水、蒸发、水位、流量、泥沙、潮水位
资料等，并担任降雨量组组长

台州市水文站 主要参与人员2014-01-01

2014-03-01

至

2015年天台县用水总量统计分析报告 用水总量统计工作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的核心内容之一。我研读统计政策，制定统
计工作方案，完成县内各行业用水统计工作

浙江省水利厅 技术负责人、报告主编2015-03-01

2016-07-01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周建华 工作单位 仙居县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站 行政职务 水保站站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9-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仙居县十三都坑、下岸水库上游小流域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主持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0.5km2，修筑
护岸222m，拦沙坝10座，实施经果林治理
149.02hm2，营造湿地等。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技术负责人，主持工程
建设工作

2014-04-14

2015-11-17

至

仙居县2011年度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2200.67万元，其中山塘部分总
投资1008.39万元。整治山塘18座，恢复库容
63.87万m3。

浙江省水利厅 技术负责人，负责山塘
建设工作。

2011-05-03

2012-12-21

至

仙居县里林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工程批复总投资2869，中型水库，主要建设
内容为套井回填，坝基帷幕灌浆，金属结构
更换，溢洪道加固，新建管理房等。

浙江省发改委 建设管理负责人，主持
行业管理。

2009-09-28

2012-07-19

至

浙江省仙居县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
措施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570万元，新建13个雨量遥测站
；升级改造9个水雨情遥测站点；建设了12
个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编制了县乡村预案等

浙水计[2011]137号 技术负责人，主持项目
建设工作。

2011-12-05

2014-05-17

至

仙居县水生态文明试点县建设实施方案 项目总投资49.64亿元，包括水资源工程、
水生态工程、水安全工程、水景观水文化工
程、水管理工程。试点期完成10项示范工程

仙居县人民政府 项目负责人，负责方案
编写及报批

2014-03-10

2015-01-26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朱兴华 工作单位 天台县龙溪水力发电站 行政职务 班组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7-09-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天台县城乡供水一体化一期工程1标段国
清线加压站至苍山水厂管线建设工程

天台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省级得点工程
，本工程(投资895.5万元)中主要为业主方的
技术负责人与现场管理负责人。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水务集团工程部组长，
技术负责人

2013-12-16

2015-06-01

至

天台县城乡供水一体化一期工程前期工
程街头水厂取水口厂区平整和施工安置
房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

天台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省级得点工程
，在本工程(约700万元)中主要为业主方的
技术负责人与现场管理负责人。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水务集团工程部组长，
技术负责人

2013-03-15

2015-06-30

至

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2012
年度建设(天台县)的设计工作

灌区设计项目负责人,工程立项：1086万元
主持灌区的施工图设计工作并独立完成六个
分灌区的施工图设计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灌区设计项目组组长2012-06-30

2012-12-01

至

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2013
年度建设(天台县)的设计工作

设计项目负责人(立项总投资：2268万元)主
持设计工作并独立完成二个工程的设计任务
。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财政厅 设计项目组组长2013-06-23

2013-11-16

至

天台县雷峰乡大地林村防洪堤加固工程
的设计工作

本工程为小型水利工程，本人独立完成工程
的设计工作。

天台县水利局 设计人2013-03-01

2013-03-31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申报人姓名 奚旭东 工作单位 天台县桐柏电力工程管理局 行政职务 调度科长

学历学位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本科 工程师 2005-12-01 高级工程师

工作
业绩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名称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立项部门
工程项目（工作任务）简况（包括

规模、受益范围等）
工作起讫时间

担任职务或承担职
责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以          方式公示。

（公章）               年     月     日

世行贷款暨桐柏电站报废重建工程 主持完成2×5000KW机组设备选型、安装、
调试工作，年发电2900万千瓦时，参与世行
申贷，获批319万美元。

国家发改委；浙江省发改委 电气项目经理，2004-06-11

2013-04-10

至

天台县黄龙一级电站机电建设工程 主持完成2×800KW机组安装、调试工作，
组建电站运行体系，主持消漏补缺技改

台州市发改委 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分
管黄一

2009-03-10

2013-04-16

至

桐柏电站部级标准化创建 主持完善设备设施整改，整合各科室标准规
范，落实长效机制，高分通过水利部一级评
审

国家水利部 调度科长2014-05-05

2015-08-12

至

天台县桐柏二级电站报废重建工程 主持完成200KW机组报废重建工程，申请
省扶助资金13万元，自主完成安装、调试工
作，通过启动验收。

天台县水利局 生产技术科副科长2009-08-27

2011-05-27

至

天台县黄龙水库建设 负责黄龙水库大坝标（Ⅲ标）项目，蓄水安
全鉴定管理工作，负责大坝蓄水安全鉴定及
水库清底管理工作

浙江省发改委 黄龙水库大坝标 项目主
管

2003-10-03

2009-03-16

至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水利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公示表

注：1、申报人从任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取得工作业绩中，选取最具代表性5项业绩填写。

          2、此表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各市水利局进行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