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园林绿化与生态景观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 学历
从事园林工作

时间          

1 曹洪麟 研究员 硕士 1993年

2 刘颂颂 研究员 博士 1992

3 叶永昌 林业研究员 硕士 1987

4 郑芝波 园艺研究员 硕士 1999

5 刘世平 林业副研究员 本科 1993

6 邱乃昂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82

7 黄志远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3

8 杨琴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3

9 陈云鹏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5

10 伍勇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82

11 柯周荣 园林高级工程师 硕士 2002

12 蔡楚雄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89

13 李浩宇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3

14 刘勇 园林高级工程师 硕士 2004

15 廖秋成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5

16 刘黾 建设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84

17 许强 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87

18 张青 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9

19 张青山 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9

20 古文强 林业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2

21 曾焕忱 林业高级工程师  硕士 1990

22 曾春祥 高级农艺师 硕士 2007

23 黄小凤 园艺高级农艺师 硕士 2004

24 阮永雄 园艺高级工程师 专科 1994年

25 成向群 风景园林设计高级工程师 专科 2001年

26 卢树彬 风景园林设计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5年

27 汪华清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9年



28 陈树良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3年

29 江凤华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专科 1998年

30 莫寒艳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5年

31 陈志良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8年

32 吴圆凤 风景园林设计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4年

33 杨伟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9年

34 徐新机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1年

35 孙瑾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1年

36 刘健雄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2年

37 刘梓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5年

38 严朝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专科 1994年

39 黄立本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6年

40 林景阳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1年

41 林君明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2年

42 林志君 园林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5年

43 谭平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1年

44 骆柏辉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3年

45 莫巧玲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本科 2003年

46 林毓山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专科 2005年

47 尹金华 果树研究员 硕士 1999年

48 赵晓勤 风景园林施工高级工程师 硕士 2006年

49 韩锡君 林业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9年

50 徐庆华 林业高级工程师 本科 1996年

51 班 琼 副教授 研究生 1984年

52 黄翠 高级园林工程师 本科 2006年

53 邓燕银 园林工程师 本科 2005年

54 吴献光 园林工程师 本科 2007年

55 卢玉炯 园林工程师 本科 2005年

56 饶曦麟 园林工程师 本科 2002年

57 孙洪文 园林工程师 专科 1996年



58 吴年炜 园林工程师 本科 2000年

59 苏章宏 风景园林施工工程师 专科 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