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创新三师认证证书发放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个人：

为贯彻落实科技部、国资委和全国工商联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国科发资 〔2018〕19

号）和《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科发

资〔2018〕45 号）中提出“共同推动中央企业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在中央企业培育一批创新工程师、创新咨询师和创新

培训师”， “通过创新方法专项，在民营企业培育一批创

新工程师、创新咨询师和创新培训师”文件要求，按照《创

新方法应用能力等级规范》（国家标准GB/T31769-2015）、

《创新方法知识扩散能力等级划分要求》（国家标准

GB/T37098-2018）、《创新方法综合实施能力等级划分要求》

（国家标准计划号 20192275-T-306）的相关规定，经科技部

创新方法研究会认证委员会《关于创新方法认证委员会会议

决议的通知》（创新会函(2020)05 号）审议决定，通知如下：

（一）授予王妍玮等 14 人创新方法综合实施能力专业

技术培训证书一级（创新咨询师一级）（附件一）；

（二）授予杨海波等 31 人创新方法知识扩散能力专业

技术培训证书一级（创新培训师一级）（附件二）；



（三）授予徐天宇等 7人创新方法应用能力专业技术培

训证书一级（创新工程师一级）；授予王召军等 39 人创新方

法应用能力专业技术培训证书二级（创新工程师二级）；授

予姜金刚等 23 人创新方法应用能力专业技术培训证书三级

（创新工程师三级）（附件三）。

证书领取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 600

号科技大厦 516 室

联系人：崔文韬

联系电话：0451-51920606

联系邮箱：437976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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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创新方法综合实施能力（创新咨询师）认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级别

1 吴永志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一级

2 崔文韬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一级

3 付敏 东北林业大学 一级

4 孙国强 国网黑龙江电力管理培训中心 一级

5 刘训涛 黑龙江科技大学 一级

6 陈岩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级

7 汤凯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8 尹立山 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 一级

9 孟凡义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一级

10 王妍玮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1 马志强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2 牛犇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3 常志强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一级

14 赵宇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一级



附件二：

创新方法知识扩散能力（创新培训师）认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级别

1 杨海波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2 汤凯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3 赵爽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4 陈岩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级

5 任俊霞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一级

6 曹显莹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7 高辉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8 鲁婷婷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9 马志强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0 牛犇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1 王妍玮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2 杨爽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3 朱哈南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一级

14 常志强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一级

15 李勇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一级

16 谭培珠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一级

17 张慧姝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一级

18 刘勇 黑龙江大学 一级

19 刘训涛 黑龙江科技大学 一级

20 赵存有 黑龙江科技大学 一级

21 谭庆吉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一级

22 王秀莲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一级

23 李南南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一级

24 王储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一级

25 赵宇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一级

26 孟凡义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一级

27 王皓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一级

28 尹立山 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 一级

29 宋明皓 大庆请钻探集团测井公司 一级

30 支壮志 沈阳药科大学 一级

31 温泉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一级



附件三：

通过创新方法应用能力（创新工程师）认证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级别

1 何柳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级

2 黄基善 广西华晟木业有限公司 一级

3 杨美玲 柳钢科协 一级

4 李小武 广西高新农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级

5 李运波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一级

6 孙婷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咨询中心 一级

7 徐天宇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8 崔媛 黑龙江北大荒斯达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9 胡延军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二级

10 于振成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二级

11 谷志新 东北林业大学 二级

12 王金壅 西南民族大学 二级

13 魏波 哈尔滨石油学院 二级

14 张晶 哈尔滨石油学院 二级

15 赵英妤 哈尔滨石油学院 二级

16 郑洲 哈尔滨石油学院 二级

17 谭庆吉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二级

18 经韬 黑龙江省科学院高技术研究院 二级

19 常国辉 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二级

20 贾威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二级

21 温泉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二级

22 武青艳 沈阳建筑大学 二级

23 孙言 沈阳药科大学 二级

24 张红艳 沈阳药科大学 二级

25 赵喆 沈阳药科大学 二级

26 王召军 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公司 二级

27 尹立山 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 二级

28 卢会清 哈尔滨师范大学 二级

29 曹显莹 哈尔滨石油学院 二级

30 常志强 哈尔滨医科大学 二级

31 李勇 哈尔滨医科大学 二级

32 谭培珠 哈尔滨医科大学 二级

33 张慧姝 哈尔滨医科大学 二级

34 张泽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二级

35 石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二级

36 谭树滨 （黑河学院）黑龙江省 TRIZ 理论研究所 二级

37 徐驰 （黑河学院）黑龙江省 TRIZ 理论研究所 二级



38 杨得成 （黑河学院）黑龙江省 TRIZ 理论研究所 二级

39 胡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二级

40 刘勇 黑龙江大学 二级

41 郎华梅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二级

42 吴卫东 黑龙江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二级

43 徐鹏 黑龙江科技大学 二级

44 王开瑞 黑龙江中科诺晟自动化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二级

45 赵杰 牡丹江师范学院 二级

46 佟维妍 沈阳工业大学 二级

47 常志强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三级

48 谭培珠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三级

49 张慧姝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三级

50 赵爽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六采油厂 三级

51 汤凯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

52 葛杨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三级

53 任俊霞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三级

54 马志强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三级

55 牛犇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三级

56 王妍玮 哈尔滨石油学院 三级

57 郑鑫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三级

58 刘训涛 黑龙江科技大学 三级

59 周忠宝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三级

60 李南南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三级

61 王秀莲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三级

62 崔文韬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三级

63 王储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三级

64 吴永志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三级

65 赵宇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三级

66 支壮志 沈阳药科大学 三级

67 史浩然 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 三级

68 姜金刚 哈尔滨理工大学 三级

69 赵燕江 哈尔滨理工大学 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