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专家委员会申报专家名单（2020 年第二批）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等级 工作单位

1 杨冰霜 男 1972-12 本科 高级工程师 广州港南沙港务有限公司

2 李永臣 男 1972-3 大学 高级工程师 北控集团北控水务公司

3 胡开林 男 1953-4 本科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4 彭应登 男 1964-6 博士 教授级高工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

5 梁道宝 男 1965-9 本科 副主任技师 河北省卫生技术监督中心

6 姚鹏 男 1972-2 研究生 副总经理 天津市江达扬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7 胡忆沩 男 1956-12 本科 教授
吉林化工学院/天津市江达扬升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8 李梅喜 男 1962-8 本科 教授级高工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9 周宝祥 男 1963-9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洛阳三隆安装检修有限公司

10 于加涛 男 1982-3 本科 高级工程师 贵州黄果树金叶科技有限公司

11 曾现更 男 1970-5 大专 高级技师 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2 黄健 男 1968-11 职高
高级技师/高

级工程师
重庆长安智能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 杨莉 女 1971-11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武汉宝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4 赵衍强 男 1984-6 本科 高级工程师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南关煤业公司

15 郭士才 男 1968-10 本科 技师 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6 肖乃宽 男 1965-7 本科 高级工程师 西安市坤晖机电有限公司

17 王子龙 男 1977-9 本科 高级工程师 北京骐达装备技术有限司

18 吴益宇 男 1975-4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19 王睿龙 男 1970-1 本科 高级工程师 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

20 刘雨奇 男 1985-1 大专 高级技师 山东双港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1 路奎华 男 1974-6 本科 高级技师 山东智运维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22 马真祺 男 1976-11 本科 高级技师 山东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23 牟善亮 男 1974-5 本科 高级技师 山东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24 滕以坤 男 1971-9 本科 高级技师 山东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25 王昌峰 男 1982-12 本科 高级技师 山东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26 张崇玉 男 1976-8 本科 高级技师 山东恒隆粮油有限公司

27 张传锋 男 1983-11 本科 高级技师 山东无忧运转工业服务有限公司

28 张守刚 男 1972-12 专科 高级技师 山东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29 李海峰 男 1971-5 中专 高级技师 山东省岚桥石化有限公司

30 宋琛年 男 1970-1 本科 高级技师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31 尚志武 男 1977-2 博士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天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32 同建辉 男 1970-3 硕士
正高级工程

师
天津沃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33 李进 男 1986-12 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机电技

术服务中心

34 闫振国 男 1985-6 本科 高级技师
中国石油渤海装备钻井装备公司螺杆钻具

制造厂

35 孔祥坦 男 1975-6
大专 / 在

籍本科
高级技师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倍达分厂

36 白海峰 男 1978-8 本科 高级技师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

37 王武凤 男 1983-9 本科
高级工程师/

高级技师
山东华星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8 冀跃峰 男 1968-11 大专 高级技师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

39 张世强 男 1975-12 本科 高级技师
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玉林路266号洛阳卷烟

厂

40 刘昌耀 男 1958-3 研究生
正高级工程

师
陕西省设备管理协会

41 刘志龙 男 1988-9 专科 高级技师 印尼宾坦氧化铝有限公司

42 秦生 男 1967-3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3 董昱华 男 1969-8 专科 高级技师 山东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44 李良华 男 1978-11 专科 高级技师 日照北方自动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5 李领 男 1970-11 专科 高级技师 山东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46 刘磊 男 1972-1 硕士 高级技师 山东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47 孟祥飞 男 1979-10
博士研究

生

正高级工程

师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48 张新 男 1966-4 本科
正高级工程

师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49 刘鹏飞 男 1977-5 工程硕士 高级工程师 天津开发区经纬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50 崔少华 男 1973-4
硕士研究

生

正高级工程

师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51 王涛 男 1979-6
博士研究

生
教授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

系

52 陈利 男 1977-9 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 天津中利特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53 刘栋 男 1987-12 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54 阮兵 男 1967-2 本科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55 王金剑 男 1971-5 本科 高级工程师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56 童俊军 男 1975-4 本科 高级技师 三一集团中心液压件有限公司

57 王京友 男 1973-1 大专 高级技师 山东幸福明珠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58 吴建阳 男 1966-3 高中 高级技师 江山市皮石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59 王钊 男 1980-6 本科 高级技师 天津天汽模飞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60 杨继新 男 1968-9 本科 高级工程师 宁波天扬工业新技术有限公司

61 杨学斌 男 1986-5 本科 高级技师 武钢集团昆钢股份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62 曾思武 男 1976-5 本科 高级工程师 镇海石化海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63 徐文杰 男 1985-4 博士 高级工程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64 储招节 男 1983-5 大学本科 高级工程师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65 闫志勇 男 1979-8 大学本科 高级工程师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66 李文星 男 1984-9 大专 高级工程师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7 凌有基 男 1983-1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浙江百能科技有限公司

68 祝庆 男 1975-8 硕士 高级工程师 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

69 张春林 男 1971-2 本科
工程师/高级

技师
南通中远海运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70 解建平 男 1960-5 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71 毛开清 男 1984-4 本科 高级工程师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唐亚文 男 1983-1 本科 高级工程师 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73 陈庆 男 1964-10 研究生 院长/教授 吉林化工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74 王久东 男 1963-2 本科 高级工程师 唐山市康泰工贸有限公司

75 崔应强 男 1965-2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淄博市化工研究所

76 强福悦 男 1951-11 大专

制冷高级工

程师/

正高级机械

工程师

沧州市制冷学会/沧州制冷空调安全与节能

技术研究所

77 吴清池 男 1956-12 大专 高级工程师 沧州市制冷学会

78 法玉胜 男 1948-1 大专 高级工程师 原黑龙江法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9 任卫忠 男 1969-8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江苏多佳维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