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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第二批
人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笔画排序）

南海名家（74人）

姓 名 所在单位 从事专业

王 飞 海南省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

王 飞 海南省人民医院
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

王丽莹 海口市作协 文学创作

王 艳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播音

王 峰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畜牧兽医

王雪娇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护理学/健康管

理

王 敏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蔬菜园艺

王清华 海南省人民医院 护理学

王嫣雪 海南华侨中学 高中语文

牛莉娜 海南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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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飞飞 海南医学院 热带传染病

尹学琼 海南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

术

邓百意 海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

邓建强 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 法医学

龙文芳 海南医学院
预防医学、环境

卫生学

田亚光 海南省人民医院 口腔医学

邢福能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育种

朱明月 海南医学院
肿瘤分子生物

学

向 伟 海南医学院 儿科学

向道平 海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

刘钟馨 海南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

术

刘复生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中国文学

刘笑然 海南医学院 急诊医学

刘家诚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

刘福秀 海口海关 植物检疫

刘德浩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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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梅 海南省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

孙建军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

杜 丽 海南大学 畜牧业

李 利 海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公路桥梁勘察

设计研究

李 林 海南师范大学 物理电子学

李松海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
海洋生物学

李勤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

保护研究所
生态农业

杨小锋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农学

吴肖淮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吴 涛 海南省人民医院 传染病学

吴雪霞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吴 斌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

吴 慧 海南省气候中心

气象学/气候预

测和极端气候

事件评估

沈 重 海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

程

沈振江 海南师范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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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霞 海南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张廷龙 海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大气物理与大

气环境/雷暴云

电学观测与研

究

张 军 海南医学院 环境科学

张海滨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
深海生物

张 瑜 海南师范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

张殿昌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

水产种质资源

与遗传育种

陈 江 海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陈 强 三亚学院 社会学

林川媚 海南省琼剧院 琼剧表演

周汉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畜牧

周泉根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

屈 韬 海南中学 高中数学

孟庆岩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

研究院

城市陆表环境

遥感

赵友兴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

术研究所
药物化学

赵振强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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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华 海南师范大学 计算数学

顾 硕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小儿神经外科

钱 永 海南省肿瘤医院 头颈肿瘤外科

钱 芳 海南省机关幼儿园 幼儿教育

徐 力 海南省眼科医院 眼科医学

徐 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种质资源

徐 鼐 海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分子材料科

学与工程

郭峻莉 海南医学院 心血管病理学

唐 俐 海南大学法学院 法学

桑圣刚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临床检验

萨 仁 三亚市中医院 中医针灸

梅文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

术研究所
天然药物化学

曹建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农业信息与农

业机械化

梁亚荣 海南大学法学院 法学

董华英 海南省人民医院 乳腺外科

谢珍玉 海南大学海洋学院 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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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双泉 海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

程

魏传安 海南医学院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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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名家青年项目（84 人）

姓 名 所在单位 从事专业

丁泽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

术研究所
生物技术

马 斌 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王 华 海南医学院 基础医学

王华锋 海南大学生命科学与药学院 植物学

王会芳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

王冠军 海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智能传感

王 锐 海南医学院
影像医学与生物医

学工程

王 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基因组学

牛晓磊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方桂红 海南医学院 食品营养与健康

邓 伟 海南省人民医院 口腔医学

邓 瑜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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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露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海南改革政策研究

田 川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

深海传感器及平台

集成技术

史云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生态学

史建康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生态遥感监测

付景涛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邢艳珑 海南医学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

朴伶华 海南医学院 生理学

吕卓璇 海南医学院 基础医学

朱 佳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音乐表演

朱家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

术研究所

植物次生代谢和调

控

全向前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
海洋光学

刘月丽 海南医学院 药理学

刘立昕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

海洋信号与信息处

理

刘 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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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茹 海南省海口市琼崖公证处 公证

孙中昶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

研究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孙然锋 海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植物保护

杜冠魁 海南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李付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

究所
育种

李 伟 海南医学院 基础医学

李秀保 海南大学海洋学院
珊瑚礁生态保护与

修复

李松斌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

站
信息处理

李 琪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医学

杨云祥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

学

杨时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

杨玮婷 海南大学理学院 化学

杨虎彪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作物种质资源学

杨 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

保护研究所
植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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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莎 海南医学院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

生学

肖 娟 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

吴 华 海南省人民医院 医学检验

吴金燕 海南医学院 微生物学

吴栋才 海南省人民医院 妇产科

吴钟解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海洋生物生态研究

与保护

何昌华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专业环境

与健康方向

言 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

术研究所
分子生物技术

宋可玉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宗教学

宋 艳 海南医学院 健康运动学

张廷桂 海南师范大学 数学

张 睿 海南师范大学 音乐

陈文豪 海南师范大学 有机化学

陈永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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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帮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农林遥感

陈奕钪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超高压输电公司广州局海口分局
海缆

陈海明 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蓉蓉
海南省哈工大创新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材料学

季玉祥 海南医学院 环境科学

周永江 海南医学院 预防医学

郑 丽 海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植物保护

郑晓非 中澳（海南）生物技术研究院 海洋技术经济研究

官玲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南药

赵焕阁 海南医学院 分子生物技术

侯 军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

分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姜 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

保护研究所
农药学

秦晓威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

究所
育种

夏志强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

术研究所

结构基因组学/生

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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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进春 海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黄用豪 海南医学院 肿瘤学

黄乔乔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

保护研究所
生态学

黄 凌 海南医学院 药理毒理

黄斌文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教育信息化

梁 钰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

电力系统分析、安

全稳定控制、变电

设备状态监测

彭霄鹏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植物学

程亚伟 海南省中医院 中医内科

曾 婷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民俗文化教学

温莹莹 海南医学院 环境科学

谢君君 海南师范大学 民族学

谢宝国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生殖医学

颜时姣 海南医学院 流行病学

颜洪平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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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贞 海南医学院 预防医学

魏 娜 海南医学院 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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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英才（39 人）

姓 名 所在单位 从事专业

卞高强 海南宇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工程、智能化

系统

方文彩 海南省翼蜗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技术自主研究

开发

石凯华 海口天时同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科技、软件

系统解决方案

伍苏国 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
研发与运营婴幼儿

食品

向科蓝 海南天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刘 飞 领购（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分析，软件

产品推广

刘冬英 海口宜坤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污水治理

刘全胜 海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 制药工程

杨仁超 海南硕腾云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安全

肖诗希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农业

吴清天 海南天亚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张 平 海南中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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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兆兵 海南中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信息处理，移

动互联网开发

陈日皇 海南龙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技术、大数

据

陈忆宾 海南盛美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食品工程

陈兴艳 海南众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与云计算

陈益丽
海南省益丽高新农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高效农业

陈康焕 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运营和市场开

发工作

周明振
海南事事帮机器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人工智能

周海扬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水产养殖、加工

孟 洋 海南爱乐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娱乐

柯 孟
我的田（海南）农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

施建华 海南博雅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环境

袁名琦 海南宏嘉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管理服务

袁忠志 海南晓晨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信息化、气象

领域软件工程设

计、管理开发工作

莫翠娜 海南敏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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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胜平 海口诚科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铁路、公路

建筑类材料检测

黄 翔 海南大凯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消防安全

曹芳明 海南易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车联网技术

梁权纳 海口旗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商务信息咨询

梁 峰 海南蓝线事业有限公司

电力板块、环保板

块和文化传媒等一

体的经济

彭 放 海南比特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大数据与云计算

董小南 海南环宇中盟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

韩法河 海南森祺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研发、生产

詹德英 海口恒正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谭家安 海南侯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种植、加工与销售

黎柏甫 海口欣佳达机电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研发

潘 风 智宇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研发

薛 丹 海南银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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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工匠（58 人）

姓 名 所在单位 从事专业

丁来科 海南参海渔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烹调

于澄清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茶产业研究

王月雷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汽车维修

王秀丽 五指山锦家人织绣文化有限公司 黎锦

王柳娟 白沙县青松乡政府 泥片制陶

王 瑾 海南省旅游学校 旅游管理

龙彦娟 海南省旅游学校 旅游管理

冉兆春 三沙市永兴学校 计算机

刘忠芹 海南省农业学校 园艺

汤全兴 海南大伟雕艺有限公司 工艺品雕刻

麦浪杰 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李 聪 海南省商业学校 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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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录田 海南省技师学院
楼宇智能化/电气

自动化专业

肖礼勇 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酿酒

吴成军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核电运行操作

吴炳银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澄迈县大队

老城特勤站
装备技师

吴盛群 海南鑫源温泉大酒店 中式烹调

邱名高 海口琼山梨苑木艺制作坊 木雕

何 勇 海口龙泉海鲜酒楼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饪

陈玉富 三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篆刻工艺

陈达谞 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 黎锦制作

陈运鸿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机修钳工

陈丽娜 海南省农业学校
旅游、酒店、观光

农业

陈启优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维修

陈国清
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天域度假酒

店
中式烹调

陈桂林 海口经济学院 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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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 热带作物栽培

陈海华 海南省技师学院 旅游管理

陈家耀 海南省技师学院 烹饪

陈家耀 海南省技师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陈绵睿 海南省技师学院 机械

陈善渊 海南省技师学院 烹饪

陈道旅 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林妙山 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新能源技术

周仁慈 海南省工艺美术学会 贝雕

周凤姣 海南省黄花梨学会 工艺品雕刻

周宏祖 海南安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工车身涂

装

周建东 海南省旅游学校 烹饪

周孟熙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艺术设计

周经润 海南省技师学院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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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烨 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美术创作（剪纸艺

术）

郑 璋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西式烹饪

赵宝春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

侯中文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机修钳工

姚 辉 海南省技师学院 机械

徐业庞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美发

唐丽金 海南黎之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黎族藤竹编技艺

唐 锐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核电运行操作

黄良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计算机技术

黄良勇 海南省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黄雪静
五指山香兰黎族织锦传习有限公

司
黎锦

韩曙光 海南省技师学院 烹饪

谢泰勇 海口浪涛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美发

谢燕华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 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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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燕玲 海南丽波美容有限公司 美发

詹新明 海南省旅游学校 烹饪

蔡凤海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
机械加工

熊永安 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 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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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乡土人才（88 人）

姓名 所在单位 从事专业

王 龙 琼海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

王才经 海南海亚南繁种业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植

王开现 临高龙洲一号家庭农场 种植

王会镇 琼海市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

王 杰 海口三卿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农村企业经营

王春娇 保亭教育研训中心 高中语文

王健生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 乡村旅游

王继民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

王 硕 三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业

云永超 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产养殖

方世飞 乐东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学创作

方起聪 琼海福松实业有限公司 农村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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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玉秀 海南省畜牧业协会 养殖

白会超
海南润达现代农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农业资质申报

邢孔彬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科

邢孔梅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

邢增杨 文昌龙泉文昌鸡实业有限公司 畜牧兽医

吉和勤 保亭县畜牧兽医与渔业局 畜牧兽医

朱泉凯
海南金岛庄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种植

麦全法 海南农垦东昌农场有限公司 企业经营

麦克宁 澄迈润来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植

麦昌青
三亚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

控中心
种植

李子敏
海南省农垦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兴农科实业有限公司
农业栽培技术研究

李王花 海南残联爱心服装有限公司 企业经营

李荣豪 昌江田园养鸽专业合作社 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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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慧
海南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

控中心

农业检验检测、农

业品牌认证

李博玲 海南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畜牧

李朝绪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

治

杨明秋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水产养殖（苗种繁

育、病害防控）

杨海中 琼中县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农技推广（植物保

护）

杨 雷 海南善水循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养殖

肖世平 海口优图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

吴 宁 琼海市妇幼保健院 儿科

吴川德 琼海市大路镇农业服务中心 种植

吴孔利 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 种植

何军雷 琼海市中医院 骨科

何声团
海南润达现代农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栽培

宋金梅
五指山南天蓝莓嘉宝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
种植

张腊喜 文昌市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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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丰伟 海南农垦草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养殖

陈玉妹 文昌锦山亚妹牛肉干加工厂 农产品加工

陈 胜 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技推广

陈 亮 海南正康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

陈琼武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农技推广

陈藤楠 海南鲜友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加工

范 刚 定安县平和思源实验学校 初中数学

林 景 琼海市教育局 小学数学

林学春 海南春姑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种植

林 维
保亭南黎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农业生产经营

罗伟之 海南省自贸区百米需有限公司 电商

周才旺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 临床医学

周小华 保亭中学 高中生物

周云峰
海南勤富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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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德 安良畜禽饲养专业合作社 养殖

周厚东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

黄流中学
高中语文

郑裕旭 琼中县人民医院 普通内科

胡诗泽 定安县新竹次滩观光旅游合作社 农村企业经营

钟 贤 海南乡伴民宿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设计及民宿运营

姜龙吉 海南忆家食品有限公司 农村企业经营

洪宜展 海南永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鱼苗孵化养殖

顾丽红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畜牧

钱建佐
屯昌县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

控中心
农产品检测

郭文旭 海南火山口公园有限公司 农村企业经营

郭周世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昌江远程教育

学院
教育

唐跃东
海南热作两院种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农业生产及技术推

广

黄文全 三亚市育才全成蔬菜种植联合会 种植

黄光周 海南文骏实业有限公司 农村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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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时京 海南青农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农村企业经营

黄法祥
东方市迦南兰花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
种植

黄 波 保亭铭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生产经营

黄桂玲 保亭县医院 护理

黄海峰 保亭县农机服务中心 农机技术推行

黄继航 合作社副理事长 农业生产经营

黄惠强 五指山市缦达隆黎锦专业合作社 黎族服装设计

梅学国 海胶集团 养殖

符 玉 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黎锦文化

符少玲 白沙县文化馆 舞蹈编导

符瑞福

海南金果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定安富文福明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种植

梁海梅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农业生产及技术推

广

董旺森 五指山中学 高中政治

蒋剑箫 海南博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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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英光 文昌市农技中心 农技推广

曾召阳 海南省动物流动医院 兽医

曾俊涛 保亭县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

蒲正禹 海南红芯椰子科技有限公司 园艺

蒲珍霞 仙沟思源实验学校 初中生物

虞道耿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
农业资源与环境

黎裕祥 儋州市那大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