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 专业领域

1 俞万源 男 嘉应学院 地理学教授
国土空间规划、土地调查、土

地管理

2 钟广锐 男 嘉应学院 地理学副教授
地理信息学、国土空间规划、

环境信息管理

3 陈军生 男 梅州市环境信息中心
注册环评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环
境保护、环境信息管理

4 郑政伟 男 梅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教授级高工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环境科学

5 毛  杰 男 梅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环

境保护、环境科学

6 谢  辉 男 梅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环

境保护、环境科学

7 赖国忠 男 梅州市环境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修复效果评估及管理、环境

保护

8 房剑红 男 梅州市环境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环

境保护

9 杨雅明 女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工业

园区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环
境保护、环境科学

10 高文彬 男
梅州市固体废物与辐射

环境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农村污水
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收、环境

保护

11 谢斯斯 女
梅州市固体废物与辐射

环境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农村污水环境监测

、环境保护

12 曾佳敏 女
梅州市固体废物与辐射

环境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
施建设/验收、环境保护、环境

科学

13 黄柳清 女
梅州市固体废物与辐射

环境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环境保护
、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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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  虹 女 梅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

测、农村污水环境监测

15 陈愫惋 女 梅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

测、环境保护

16 张  苑 女 梅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农
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收

、环境保护

17 张广柱 男 梅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监测、农村污水环境

监测、环境保护

18 管  超 男 梅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

测、农村污水环境监测

19 曾德政 男 梅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

测、农村污水环境监测

20 苏衍涛 男 梅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监测、土壤环境风险

管理、环境信息管理

21 林伟平 男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平远

分局
高级工程师

土壤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
测、环境保护

22 彭海彬 男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兴宁

分局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农
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收

、农村污水环境监测

23 彭镇城 男
梅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

中心
高级工程师 测绘、地理信息学、土地管理

24 黄雄杰 男
梅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

中心
高级工程师 测绘、地理信息学、土地管理

25 杨竞敬 男
梅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

中心
工程师 测绘、地理信息学、土地管理

26 李美兰 女
梅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

中心
工程师 测绘、地理信息学、土地管理

27 张  超 男 梅州市土地整治中心 工程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国土空间规划、土

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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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黄  坚 男 梅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水工环地

质

29 蔡慕尧 男 梅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矿区生态环境修复

、水工环地质

30 范维强 男 梅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矿
区生态环境修复、水工环地质

31 廖武坚 男 梅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矿区生态环境修复

、水工环地质

32 刘卫宁 男 梅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水工环地

质、环境信息管理

33 曾旭青 男 梅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及

验收

34 邹卓君 男
梅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研究中心
高级工程师 国土空间规划、工程建设管理

35 谌  琼 女
梅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研究中心
高级工程师 国土空间规划、工程建设管理

36 朱秋芳 女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县

分局
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地理信息
学、土地管理

37 陈  杰 男 梅州市梅州大堤管理处
一级建造师/工

程师

地下水环境监测、地下水（场
地）污染调查评估、地下水污

染治理修复

38 刘高新 男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高级农艺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及验收、农业

39 钟进良 男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农业技术推广

研究员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农村污水设施工程

设施建设/验收、农业

40 邓  平 男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高级农艺师 农业

41 饶小珍 女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农业技术推广

研究员
农业、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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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王梅香 女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高级农艺师
土壤修复工程施工及管理、矿

区生态环境修复、农业

43 钟素娴 女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高级农艺师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及验收、农
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收

、农业

44 魏伟谦 男 梅州市种子站 高级农艺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农业、土地管理

45 陈大栋 男 梅州市城市供排水中心 高级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农村污水环境监测、工程

建设管理

46 郑  浪 男 梅州市城市供排水中心
注册造价工程

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工程建设管理、工程造价

47 刘永富 男 梅州市城市供排水中心 工程师
地下水环境监测、地下水污染
治理修复、农村污水设施工程

设施建设/验收

48 张建文 男 梅州市城市供排水中心
二级建造师/工

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农村污水环境监测、工程

建设管理

49 杨春红 女 广东正城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工程造价

50 刘远寿 男
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地下水（场地）污染调查评估
、水工环地质、工程建设管理

51 陈  剑 男
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地下水
（场地）污染调查评估、水工

环地质

52 曾小清 男
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修复效果评估及验收、土壤

修复工程施工及管理

53 张伟粦 男
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农村污水环境监测、环境

保护

54 陈维新 男
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水工环地
质、国土空间规划

55 潘  硕 女
中土大地国际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

高级工程师
地下水环境监测、地下水（场
地）污染调查评估、地下水污

染治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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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陈接永 男
梅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
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水工环地质、工程造价

57 罗志唐 男
梅州市海河水利水电设

计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农村污水设施工程

设施建设/验收

58 吴先基 男
梅州市梅江区农业农村

局
高级工程师 林业

59 叶思群 女
梅州市梅县区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林业

60 林永珍 女
梅州市梅县区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林业

61 洪概平 男
梅州市梅县区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林业

62 梁庆联 女
梅州市梅县区农产品质

量监督检测站
高级农艺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地下水（场地）污

染调查评估、农业

63 罗杏良 男
梅州市梅县区农产品质

量监督检测站
高级农艺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农村污水设施工程

设施建设/验收、农业

64 黄德平 男
梅州市梅县区植物保护

与检疫站
高级农艺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环境保护、农业

65 余家贤 男
梅州市梅县区植物保护

与检疫站
高级农艺师 环境保护、农业、林业

66 李  富 男
梅州市梅县区植物保护

与检疫站
高级农艺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环境保护、农业

67 李如念 男
梅州市梅县区城区供排

水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工程建设管理、环境保护

68 吴伟标 男 平远县农业农村局 高级农艺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及验收、农业

69 丘  栋 男 梅州市文化公园 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工程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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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刘苑丽 女 梅州市环境保护协会 高级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环境科学、环境保护

71 欧阳春飞 男 广东省水文地质大队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修复效果评估及验收、水工

环地质

72 郑煜基 男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

与土壤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及

验收

73 章生卫 男
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院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及

验收

74 朱联东 男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

学学院
教授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农村污水设施工程
设施建设/验收、环境保护

75 刘昂俊 男
广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

分局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地
下水污染治理修复、农村污水

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收

76 林  伟 男
广东自远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土壤环境应急管理

77 古勇坤 男
广东自远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工程造价、环境保护

78 罗丽丽 女
广东自远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农村污水环境监测、环境

保护

79 刘人源 男
广东自远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土壤修复工程施工及管理、农
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收

、工程建设管理

80 刘志标 男
梅州晨风节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注册环评工程

师/中级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环境风险管理、环境保护

81 张志生 男
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注册环保工程

师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矿场地、
农田）、地下水污染治理修复

82 吕文德 男 广东坤泰建设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农村污水设施工程设施建设/验
收、农村污水环境监测、工程

建设管理

83 张强光 男
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注册环评工程

师/中级
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环

境科学、土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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