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3 年武汉市科技成果转化联络员拟选派
名单

序号 所属区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东湖高新区 张小虎
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招商及企业服务经理

2 东湖高新区 钟少伦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创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产业服务岗

3 东湖高新区 聂丽
武汉华工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总监

4 东湖高新区 付清泉
阿尔法文创（武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5 东湖高新区 汪毅 武汉普天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6 东湖高新区 白磊
武汉启航创新实验室孵化器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7 东湖高新区 李银芳
武汉掌中云游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

8 东湖高新区 黄嘉奇 湖北华科投资有限公司综合办副主任

9 东湖高新区 胡祺华 武汉市启明星空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10 东湖高新区 刘小萍
武汉众博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企业

服务经理

11 东湖高新区 涂瑶 武汉天亿弘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2 东湖高新区 王琪 武汉小豆研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13 东湖高新区 陈晓伟
武汉理工大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孵化服

务部部长



序号 所属区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14 东湖高新区 张宏垚
英迈德（武汉）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部副总监

15 东湖高新区 严梦碟 武汉欣联国际咨询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

16 东湖高新区 代亮
湖北自贸区创星汇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孵化服务经理

17 东湖高新区 陈培源 武汉汉启孵化器有限公司

18 东湖高新区 郑双珍 武汉创星汇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19 东湖高新区 孙思 文华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20 东湖高新区 熊瑶
湖北青创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企业服务

专员

21 东湖高新区 易文凯
昕竺传新（武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22 东湖高新区 乐综胜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公司东湖分

公司资深专利代理师

23 东湖高新区 邬思思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项目经理

24 东湖高新区 高静
武汉智能装备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信息工程师

25 东湖高新区 赵娟

湖北长江科创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服

务部部长兼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创新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6 东湖高新区 饶玲玲
湖北长江科创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服

务部副部长

27 武汉经开区 余晓玲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来技术创新研究

院项目管理部主管

28 武汉经开区 王旭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来技术创新研究

院行政综合部主管



序号 所属区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29 武汉经开区 李艳丽 湖北智集科技企业孵化有限公司经理

30 武汉经开区 韩雨薇 湖北卓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31 武汉经开区 余建华
科创知光高校技术转移（武汉）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

32 武汉经开区 肖迪 湖北泰斗科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33 武汉经开区 熊灿 湖北泰斗科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监

34 武汉经开区 卢兰 武汉鼎峰千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35 武汉经开区 鲁锦
斯纳格氏（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产服经

理

36 武汉经开区 何秀娟 湖北瞪羚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经理

37 武汉经开区 彭飞
斯纳格氏（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招商经

理

38 武汉经开区 王海雄
武汉人工智能与新能源汽车工业技术研

究院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部经理

39 武汉经开区 姚文涛
武汉人工智能与新能源汽车工业技术研

究院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部工程师

40 武汉经开区 张博奇 武汉红焱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1 武汉经开区 李诗洁
众创破浪（武汉）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

司经理

42 东西湖区 王婷
武汉翼翱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发展

专员

43 东西湖区 贺冰洁
武汉欣博信达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序号 所属区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44 东西湖区 刘智敏
武汉红云管理咨询工作室（原名武汉市

敏锅锅管理咨询工作室）总经理

45 东西湖区 张义 武汉临空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46 东西湖区 陶果
武汉黄宝石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47 东西湖区 余小蓉 武汉硕源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8 东西湖区 万松
武汉铱智造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

49 东西湖区 刘婷婷
武汉铱智造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营运

经理

50 东西湖区 胡辉
武汉铱智造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营运

经理

51 东西湖区 董茂
武汉梦工场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运营

专员

52 江岸区 习兰云 中国三峡武汉科创园主办

53 江岸区 孙健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水生态工程中心主任

54 江岸区 覃书玲 武汉技术市场协会秘书长

55 江岸区 李佳
武汉欣博创科技咨询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56 江岸区 刘星
摩空间众创空间（武汉）有限公司总经

理

57 江岸区 严晓静 武汉中知力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58 江汉区 陈文 湖北产融资本市场服务有限公司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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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江汉区 韩施 慕金创业空间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主管

60 江汉区 徐杉
湖北智慧综合能源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产业开发中心经理

61 江汉区 纪婉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机构秘书

62 江汉区 张玉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机构秘书

63 江汉区 孙喆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机构秘书

64 硚口区 郑小霞 筑权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65 硚口区 龚航 筑权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66 硚口区 李磊
武汉捷诚智权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

67 硚口区 韩承霖 武汉海云鸿翼科技有限公司行政

68 硚口区 周雪 武汉三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69 硚口区 李阳 硚口区科经局科员

70 汉阳区 周海强
君悦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开拓

员

71 汉阳区 蒲佳丽 武汉天璇创客星孵化器有限公司

72 汉阳区 严伟
深圳市世纪恒程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武

汉分所

73 汉阳区 郑耀武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科创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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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汉阳区 张良 武汉指数极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 武昌区 张向向 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76 武昌区 吴如楠 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

77 武昌区 徐刚 武汉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办公室主任

78 武昌区 田园 湖北技术交易所市场发展部副主任

79 武昌区 吴家胜 湖北技术交易所

80 武昌区 盛晔琦 湖北技术交易所

81 青山区 刘志强
武汉融智创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

监

82 青山区 盛立荣
武汉华创源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总

经理

83 青山区 姚屹 虹蔚青年孵化器

84 青山区 朱盼 乐创互联孵化器总经办主任

85 青山区 曾涛 乐创互联孵化器运营总监

86 青山区 尹驰 武汉市创青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87 洪山区 黄晋 武汉星创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88 洪山区 李亚茜
中部自然资源工程技术（湖北）有限公

司科创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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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洪山区 童慧萍
武汉武大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

90 洪山区 丁滢 湖北农科孵化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91 洪山区 周方
理工创业（武汉）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

理

92 洪山区 唐姣
武汉企信创合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93 蔡甸区 彭玲 武汉甸企红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

94 蔡甸区 陈涵 武汉致诚智胜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95 江夏区 徐冰
武汉恒睿博达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

96 江夏区 任超
江夏区区校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创投科负

责人

97 黄陂区 王钊 武汉尚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理

98 黄陂区 杨江蕾 湖北国越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99 新洲区 鲁驰
武汉欣启益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

100 新洲区 李江南 武汉之盛方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