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江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专家库

第一批入库专家名单公示

为提升我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经过

单位推荐、初步审查、评审评议等程序，共 111 位专家符合

入库条件,现予以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就

公示名单向湛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出异议。个人提出

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并注明

联系方式；单位提出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加盖单

位公章，并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凡未按上述要求提供相

关材料的，不予受理，公示期满，将按程序予以入库。

公示期限：2020 年 5 月 14 日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

受理单位：湛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受理电话：0759-3375077

附件：湛江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专家库第一批入库专家

名单

湛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0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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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湛江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专家库
第一批入库专家名单
（按姓氏笔画升序排列）

一、信息类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资格或水平证书）

1 马汉静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王 文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网络工程师

3 王 龙 广东医科大学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4 王延康 湛江卫生学校 高级讲师

5 王军斌 深圳市零火智管咨询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工程师

6 王松波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7 王晓晔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讲师

8 王 旅 湛江开放大学 副教授

9 王海智 湛江市公安局 网络工程师

10 孔艺权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软件高级实验师

11 甘志伟 湛江市公安局 网络工程师

12 石 艳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讲师

13 龙锦才 湛江机电学校 计算机讲师

14 卢 来 广东海洋大学
计算机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高级实验师

15 叶灵芝 湛江市公安局 计算机应用技术工程师

16 叶树冕 湛江市公安局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17 乔 付 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

18 伍 俊 湛江市坡头区卫生健康局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19 刘汝正 广东海洋大学 副教授

20 刘作辉 建设银行湛江市分行 工程师

21 刘树伟 湛江开放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讲师

22 关 心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讲师

23 许永君 湛江市麻章区教师进修学校 计算机讲师

24 许达邦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通信技术工程师

25 许 棠 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

26 麦密辉 广东省农工商技术学院 高级讲师

27 李 杰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湛江） 高级工程师

28 李小敏 湛江海关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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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阳德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子技术高级工程师

30 李志远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高级通信工程师

31 李 杨 广东医科大学 计算机实验师

32 李法拉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网络工程师

33 李智峰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4 杨伟奇 湛江市软件研究所 高级程序员

35 杨 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高级通信工程师

36 杨 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 通信工程师

37 吴 涛 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

38 何增颖 岭南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39 何 磊 广东医科大学 计算机工程师

40 余杨奎 湛江开放大学 计算机讲师

41 闵 笛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讲师

42 宋成柏 湛江市思博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3 张子石 岭南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研究员

44 张 玮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讲师

45 张 峻 湛江市技师学院 高级讲师、高级技师

46 张海康 广东海洋大学 副教授

47 张 毅 广东医科大学 网络规划设计师

48 陈 飞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子技术工程师

49 陈友南 岭南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50 陈升权 湛江机电学校 网络工程师

51 陈亚剑 湛江市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计算机工程师

52 陈志元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子技术高级工程师

53 陈志远 广东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电子技术工程师

54 陈志劲 中国联合网络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 软件设计师

55 陈 陆 湛江市广电网络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

56 陈 波 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

57 陈建锐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应用高级实验师

58 陈思慧 广东海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讲师

59 陈 晓 广东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60 陈智勇 广东医科大学 实验师

61 林一虎 湛江市公安局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62 林阳海 湛江市公安局 计算机应用技术工程师

63 林劲夫 湛江市公安局 网络工程师

64 林海建 湛江市公安局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65 林 淼 湛江海关 软件设计师

66 林 鹏 岭南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67 林 豪 湛江海关 软件设计师

68 林肇军 湛江海关 高级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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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林慧君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计算机应用副教授

70 全 宇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师

71 周平安 中国联通湛江市分公司 系统架构设计师

72 周 珂 广东医科大学 副教授

73 周培端 湛江市市区建筑垃圾管理站 软件设计师

74 庞标志 廉江市人民医院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75 郑华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高级通信工程师

76 郑轶材 湛江市公安局 网络规划设计师

77 赵志信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78 赵法信 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

79 郝维来 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

80 钟小敏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师

81 费 娟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82 莫洪林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师

83 高秀娥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84 高振军 中国联通湛江市分公司
网络工程师、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85 高 锋 湛江市公安局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86 郭宝丽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87 郭 锐 湛江海关 高级工程师

88 桑海涛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89 黄海波 湛江市广播电视台 高级工程师

90 梅晓仁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91 曹瑞雪 广东海洋大学 讲师

92 梁华章 廉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网络工程师

93 彭小红 广东海洋大学 教授

94 韩 平 广东海洋大学 副教授

95 谢仕义 广东海洋大学 教授

96 谢宝宇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湛江办事

处）
通信管理员一级

97 蓝土庆 岭南师范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实验师

98 赖才斌 廉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软件设计师、网络工程师

99 廖庆冲 廉江市妇幼保健院 网络工程师

100 戴礼贤 湛江海关 科技处处长

101 戴先庆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师

102 魏福建 中国联通湛江市分公司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系统分析员、高级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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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类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资格或水平证书）

1 王亚新 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

2 白福臣 广东海洋大学 教授

3 刘金萍 广东立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

4 孙世鹏 广东海洋大学 会计学高级实验师

5 李玲玲 广东立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

6 赵 刚 湛江亿朗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

7 柯红霞 广东立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

8 徐丽娴 广东千福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

9 高维新 广东海洋大学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