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2020年度工程系列副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申报材料一览表
姓名 毕珍 曾用名 身份证号 610523198410288580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84.10 移动电话 18049424150

工作单位 陕西中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 陕西中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参加工作时间 2009.06

现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环境工程 工作年限 12 何时取得何职（执）业资格 2013.05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现职称 工程师 批准时间 2011.11 继续教育起止年度 2016--2020 继续教育学时 400 资格确认

现职称审批机关 渭南市职改办 申报职称 高级工程师 转评类型 是否破格 否

岗位及行政职务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及总工程师 是否基层 是否贫困县 特殊贡献情况

学历 毕业时间 学校 专业 学位 培养方式 近五年
年度考核等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第一学历 硕研 2009.0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 硕士 全日制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外语情况 年度 级别

最高学历 硕研 2009.0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 硕士 全日制
计算机模块数 5个模块

水平能力测试 年度 结果

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
简历

2009年6月—2014年3月，渭南市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咨询中心，任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人员，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14年4月—2017年11月，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任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17年12月—2018年9月，青岛华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任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18年10月至今，陕西中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任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任职以来
主要工作
业绩和履
行岗位职
责情况

本人自2011年11月被聘为环境影响评价专业工程师以来，主要从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工作中态度端正，认真负责，积极钻研业务，始终以饱满的

工作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既在业务上精益求精，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环评任务，又不断努力学习本专业的新技术、新知识，加强科研工作。

一、业务方面
自2009年6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以来，本人一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申报等相关工作，至今工作约12年。作为一名
环评技术人员，特别注意学习环境保护专业领域中的新动向、新思路、新政策、新标准、规范和导则等，并细心领会、深入研究，及时应用于工作实践中。通过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于2013年通过国家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正式成为一名注册环评工程师。在获得工程师职称以后，任职期间主持编制与参与

的各类环评报告、环境保护相关规划、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污染物排放核定报告、排污许可证申报等技术报告合计一百余项，各类期刊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5
篇。在各类项目环评报告及其他技术报告的研究及编制过程中，本人在精细化工、冶金机电等行业环评方面成绩较为突出，通过对多个相关环评报告和规划的研究
和编制，探索出了该行业环评特点和难点，熟练掌握了报告编写方法和评价重点，为我公司相关行业建设项目环评报告的编制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和信誉，从社
会层面看，为政府部门更加科学的进行环境管理提供了环保支持，避免了不必要的不良环境影响；同时通过对多个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探
索出了该类项目的主要关注重点、调查报告的编制方法，指导企业按照环保要求进行生产经营，为企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
本人从事的主要工作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政策性十分强的技术工作，环评作为环境保护从源头抓起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但要求技术人员有很强的业务能力，而且必
须知识面宽、及时掌握当前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本着为社会负责、为建设单位负责、为评价单位负责的态度，自己对待每一个项目均认真努力，仔细分析，严
格按照环评技术规范、导则和相关政策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争取使项目的环境问题暴露在起始阶段，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建设单位以后的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

二、科研及发表论文方面
科研在日常工作中也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人既注意将科研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用以提高工作质量，又特别注重学习、研究环境保护领域的新技术、新知识
来指导实际工作。还积极参与环保方面的其他项目和横向课题，如参加部分项目的可研、规划编制工作，与各高校合作参与相关科研课题的研究等。利用工作之余
，立足自己在工作中的认知及收获，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任职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3篇，以第二作者发表学术论文2篇。为今后进一步进行专业研

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

三、项目接洽和项目指导
经过多年的工作和学习，本人已具备丰富的环评工作经验，在项目接洽上，积极协同公司领导对外业务，如合同竞标、合同谈判、钱款收回，切身感受市场经济的
激烈竞争。在实际工作中，能根据项目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并为项目的环评工作制定方案，协调项目参与人员的合作，使项目顺利运行，按时、高质量的完
成环评任务。在平时工作中，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新同事提出的问题悉心指导、耐心解答，使他们在工作方面得到迅速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
通过十几年的锻炼提高，本人在工作业务能力、科研能力、项目接洽及指导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符合国家对一名高级工程师的要求。本人承诺，未来奋斗的
脚步不会停歇，将不断努力和积累，使业务能力更上一层楼。

任期内科
研成果或
承担项目
情况

年月 成果或项目名称 来源 经费 承担任务及排名 状态或鉴定，时间

1 2020 石羊农科肉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一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19.3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20年渭南市生态环

境局批复



2 2020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回用
水站外排水提标综合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18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20年渭南市生态环

境局批复

3 2020 蒲城巨华生物科技产品生产研发基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30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20年渭南市生态环

境局批复

4 2020
年产10吨蓝光主客体材料及其100吨
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14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20年渭南市生态环

境局批复

5 2019 年产量壹仟件户内外广告标识牌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7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19年大荔县环境保

护局批复

6 2019 渭南市华州区农村天然气气化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6.5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19年渭南市华州区
环境保护局批复

7
2015-

2016
陕西黄峪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聚羧酸减
水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30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16年合阳县环境保

护局批复

8
2014-

2016

陕西迈科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离子
体技术焚烧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物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50万 报告编制参与，排3

2016年陕西省环境保
护厅批复

9
2017-

2018
西安华阳热电设备有限公司热电及工
业电炉设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7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18年西安市环境保
护局雁塔分局批复

10 2019 年产PET产品2000吨、PP产品500
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7.8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19年大荔县环境保

护局批复

11 2020 蒲城县佳茂源生猪标准化养殖场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10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20年渭南市生态环
境局蒲城分局

12 202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华州一场生猪
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12万 项目主持人，排1
2020年渭南市生态环
境局华州分局批复

任期内发
表论文论
著或技术
报告情况

出版年月 论文论著或技术报告名称 排序 刊物(出版社)名称 刊号 刊物级别

1 2017.06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影响因素研究 第一作者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ISSN 2095-6630

2 2017.06 社会比较对环保印象和环保行为的影
响

第二作者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ISSN 2095-6630

3 2017.05 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 第一作者 《工程技术》（建筑） ISSN 1671-5586

4 2017.07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政策性因素
及对策研究

第一作者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ISSN 2095-6630

5 2017.05 我国居民环保意识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作者 《工程技术》（建筑） ISSN 1671-5586

任职期间
奖励情况

无

任期内科
研成果或
承担项目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