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市2022-2023年度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评选结果
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2022-2023年度）医科类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指导老师 推荐单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研究领域 工作单位 综合得分 评选结果

8 吴美媚 女 张  鑫 江门市医学会 1994年1月 药师 研究生 硕士
中药分子的作用机理、肿瘤
复发转移的分子机制

江门市中心医院 87 入选

23 周  玥 女 颜巧元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1993年9月 讲师 研究生 硕士 护理教育、临床护理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86.8 入选

13 陈秋婵 女  陈玉珍 江门市护理学会 1993年7月 护师 研究生 硕士 重症护理 江门市中心医院 84

10 郭  芙 女 余尚贞 江门市中医药学会 1993年7月 主治中医师 研究生 博士 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83.2

1 胡 敏 女 简敏生 江海区科协 1990年8月 主管医师 本科 学士 疾病控制 江门市江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9.2

2 张景佩 男 陈昌南 新会区科协 1992年8月 医师 本科 学士 肿瘤放射治疗、肿瘤内科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 76.2

9 祝艳琼 女 李启祥 江门市医学会 1994年8月 初级 研究生 硕士 消化内科 江门市中心医院 78.4

11 赵冬婷 女 许光辉 江门市防痨协会 1996年1月 检验师 研究生 硕士 结核病防治 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 72.2

12 钟梅芳 女 陈杏瑛 江门市护理学会 1991年1月 主管护师 本科 学士 护理 江门市蓬江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75

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2022-2023年度）理科类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指导老师 推荐单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研究领域 工作单位 综合得分 评选结果

17 黄嘉荣 男  徐百平  五邑大学 1994年1月 讲师 研究生 博士 高分子成型装备及其智能化 五邑大学智能制造学部 88.2 入选

16 徐碧裕 男 叶朗明 江门市气象学会 1992年1月 工程师 研究生 硕士 气象学、气象应用 江门市气象局 86.8 入选

21 张梦辰 女 郏建波 五邑大学 1992年11月 讲师 研究生 博士 膜分离与水处理 五邑大学 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 86.4

18 林卓胜 男 钟东洲 五邑大学 1991年7月 副教授 研究生 博士 非线性系统、隐私保护 五邑大学智能制造学部 84

20 谭家驹 男 熊志平 五邑大学 1990年7月 讲师 研究生 博士 高性能计算机 五邑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81.4

19 王志双 男 夏承遗 五邑大学 1990年10月 讲师 研究生 博士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五邑大学智能制造学部 79.8

14 刘鹏碧 男 于  晖 江门市纺织工程学会 1990年9月 讲师 研究生 博士 生物医用纺织品 五邑大学纺织材料与工程学院 78.2

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2022-2023年度）农工科类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指导老师 推荐单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研究领域 工作单位 综合得分 评选结果

4 王  微 女  罗吉尔 开平市科协 1993年4月 工程师 本科 学士 化学工程 开平市齐裕胶粘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86.8 入选

15 陈  颖 男 程  俊 江门市标准化协会 1990年7月 研发工程师 研究生 硕士 建筑涂料 广东嘉宝莉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86.2

22 方镕城 男 陈  凡 江门市职业技术学院 1992年3月 助理实验师 本科 学士 汽车检修与维修技术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83.6

3 罗伟特 男 何时雨 开平市科协 1992年8月 本科 学士 现代农业 广东天菜农业有限公司 81.4

5 陈  忠 男 江  瀚 鹤山市科协 1991年10月 工程师 本科 学士 化工和涂料技术的研究 雅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0.8

7 曾凡洋 男 王大承 恩平市科协 1991年12月 工程师 本科 学士 数控机床设计研发 广东艾普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79.8

6 曾昭集 男 李立胜 鹤山市科协 1994年8月 工程师 本科 学士 工程与技术科学类 广明源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4

备注：1.共15家推荐单位23位青年人才托举候选人，分别9位是医科类，7位是理科类，6位是工科类，1位是农科类，其中工科类与农科类归分为农工科。
      2.各专家分别从专业素养、学科优势、资源优势、托举方案、规划目标等5个方面对23位青年人才托举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择优遴选五位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