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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工程技术 系列 正高级工程师 职称申报综合情况（公示）表
填表人签字：

姓名 周游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6.01.09 取得现职称以来的主要业绩 共 6 项,详情见附表

人员类别 非编 参加工作时间 2008.07

专利
情况

授权时间 类型 名称 专利号 转化情况 排名

最高学历(学位) 大学本科(学士) 申报职称名称 正高级工程师
著(译)
作 情
况

时间 类别 名称 出版单位 字数 排名

何时取得何职称 2012.11.10 高级工程师 何时聘用何职称 2012.09聘为高级工程师

论文
情况

时间 收录 名称 发表刊物 期数 排名

2019.03.04 CA,知网,万方,维普,其他 基于模块化的弹性扩展门户网站架构设计 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 1/1

2018.02.15 知网,万方,维普,其他 企业单点登录方案与系统集成应用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 1/1

现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 2017.12.01 龙源 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分析 科学与财富 35 1/1

现任工作单位及职务 重庆抢车位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2019.03

学术（社会）团体任职 无

继续教育学时（分） 1278

学术
技术
报告
情况

时间 收录或交流情况 名称 排名

学历学位情况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制 学历/学位 证书号

2008.06.28 重庆科技学院 自动化 四年 学士
1155142008

000237

取得
现职
称以
来完
成基
本工
作量
情况

时间 工作内容 本人完成工作量

2008.06.28 重庆科技学院 自动化 四年 大学本科
1155112008

05000237
2013-2015 软件架构设计、核心开发、项目实施

1、完成创软新版 PACS、RIS、超声设计及核心开发95%的工作量

2、完成诺嘉成本管理系统架构设计及主要开发工作98%的工作量

3、完成双流妇幼保健院、贵州黔西南州医院、重庆煤炭医院、重庆第四人民医院等实施

2015-2018 主要开发、系统架构、项目管理、人员招聘

1、完成华夏航空企业门户设计及框架代码的全部工作量，以及核心业务60%的工作量

2、完成华夏航空企业门户云上架构设计及主要开发60%的工作量

3、完成华夏航空信息部 20 多人的技术面试工作

2018-2019 架构设计、技术攻关、技术管理、方案评审

1、完成铭衡 HIS、妇幼平台、公卫平台技术改造方案及评审工作

2、管理铭衡公司开发、测试、实施、售后部门

3、管理抢车位科技技术攻关、技术管理以及核心代码开发

4、完成抢车位共优车服架构设计及合作开发重庆市经信委系列项目技术攻关

进修或培训经历 科研情况
单位公示时间

起止时间 主要内容 进修或培训机构 证书号 起止时间 项目(课题)名称 来源、类别 总经费 本人经费 排名

2016.04.10--
2018.04.10

公共行政管理 西南大学渝中区教学点 1252002018
038

基层单位推荐意见(签章)

2017.09.01--至
今

公共管理硕士 西南大学

主要工作经历(余 4 项见附表) 获奖情况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工作内容 职务 时间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颁奖单位 应用情况 排名

2019.03.25--至

今
重庆抢车位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经营管理、技术管理、系统架构设计、项
目评审、软件开发等工作。

CTO(首席技
术官) 2017.01.18 华夏航空企业门户 执行之星

华夏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门户应用用整个华夏航
空主公司及分之公司 1

2018.07.15--

2019.03.25
重庆铭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从事经营管理、技术管理、系统架构设计、项
目评审、软件开发等工作。 副总经理 2019.08.31 合作研发项目 突出贡献奖

重庆抢车位科
技有限公司

合作研发中涉及的重庆市工
业经济数据采集平台、重庆
市经济和信息化大数据应用
平台主要应用于重庆市经信

委及相关机构和企业。

1

2015.06.29--

2018.06.29
华夏航空有限公司

从事技术管理、技术评审、系统架构设计、软
件开发、技术人员招聘面试等工作。

高级软件开发
工程师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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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取得现职称以来的主要业绩

起止时间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本人作用

2019.03.25--2019.10.15

重庆市工业经济数据采集平台、重庆市中小企业统计系统、重庆市智能制造系统、重

庆市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报名网、重庆市产业技术创新系

统、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大数据应用平台等项目的研发。

系统开发完成，并正式上线运行。获得公司“突出贡献奖”的项目奖励。

主要承担以上系统建设合作开发方的人员管理、技术攻关、统一认证平台系统对接开

发工作及技术咨询工作、重庆市产业技术创新研发准备金模块开发、重庆市计算机技

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报名网分布式部署功能开发等工作。（合作开发

方负责人、高级工程师）

2018.12.01--2019.08.31 主要承担系统架构设计，订单、付款等核心业务流程开发以及项目技术管理工作 项目已在重庆七二二汽车检测站上线试运行 主要承担项目技术管理和核心流程开发工作。（合伙人）

2018.07.15--2018.09.15 负责网站的需求设计和架构设计 网站地址：www.minghengsoft.com 主要承担系统建设的架构设计、技术指导工作。（副总经理）

2018.07.20--2019.03.01

作为公司技术负责人，主要负责改造项目（HIS、基本公共卫生、结核病防治）的技

术选型、技术框架、需求评审等项目节点管理工作。

项目已经在重庆、四川和湖北三地销售，为公司申请5件软件著作权，登记号分别

为：

2018SR1024846,2018SR1024860,2018SR1024613,2018SR1023152,2018SR102

4869

主要承担系统技术选型、项目评审、项目管理、项目审批等工作。（副总经理）

2015.07.01--2018.06.30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项目团队搭建（包括部门技术人员的面试）、系统架构设

计、公司30多个系统平台集成、项目管理等工作

网站地址：http://www.g5air.com，被公司评为 2016 年度“执行之星”，并颁发

了奖杯和证书。

主要承担项目团队搭建、系统架构设计、平台集成、项目管理等工作。（高级工程

师）

2013.03.21--2016.07.01
重庆诺嘉科技成本管理系统需求调研、产品开发以及运行维护 项目在重庆华润置地上线运行，并成功服务于华润二十四城、华润万象城、华润中央

公园等地产项目。

作为公司法人和技术负责人，主要参与项目需求调研、产品架构设计、产品核心开发

以及产品上线、运营等工作。

2012.09.15--2015.06.30
作为公司系统架构师，主要负责该项目的系统架构设计、数据库设计、PACS 图像处

理、客户端界面等功能开发。

产品成功销售到四川省人民医院、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贵州毕节市等一系列医院。 主要承担系统架构设计、数据库设计、PACS 图像处理、客户端界面等功能开发。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工作内容 职务

2012.09.10--2015.06.29 重庆创软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系统架构设计、软件开发、项目实施等工作。 高级软件工程师

2012.01.30--2012.09.10 重庆汉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从事软件开发、项目实施工作 中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2010.11.08--2012.03.01 萨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从事软件开发、IT 管理工作 高级程序员

2009.12.01--2010.11.08 上海微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从事软件产品开发工作 软件工程师

http://www.minghengsoft.com/
http://www.g5ai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