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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集科〔2018〕31号 

 

 

关于增补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冶金工程国际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通知 
 

各子（分）公司、总部各职能部门： 

为更好发挥技术专家对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冶金工程国

际标准化）（以下简称“创新基地”）筹建工作的智囊和参谋作用，

根据国家标准委有关领导关于增加创新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数

量的要求，并经集团研究和批准，决定对创新基地专家委员会进

行增补充实，共增补副主任委员 4 名、委员 13 名（名单详见附

件 1），现将有关名单进行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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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冶金工程国际标准化）专

家委员会新增补专家名单 

2.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冶金工程国际标准化）专

家委员会专家名单（中冶集科〔2018〕14号） 

3.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冶金工程国际标准化）理

事会理事名单（中冶集科〔2018〕14号）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9月 26日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        2018年 9月 26日印发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专家委员会职务

1 徐金梧 男 北京科技大学 原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主任委员

2 伍绍辉 男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副主任委员

3 蔡仲斌 男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副主任委员

4 张　伟 男 清华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博导 副主任委员

5 高建忠 男 中国标准化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委员

6 何唯平 男 深圳海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教授级高工 委员

7 赵　静 女 中建协绿色施工分会 常务副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委员

8 安兰慧 女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教授级高工 委员

9 谢木材 男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0 李　琨 女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委员

11 郭继舟 男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2 张德权 男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3 唐世荣 男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4 苏　涛 男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冶金工程国际标准化)

专家委员会新增补专家名单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iK8oGjH3luXUNgWBGYBfZKpBKKC_1-Hi6NKZ4fupfdKD4i9ZjjyRhgRH_Z7Hr8kexc6ZrCHkGdFJqUM3-3gy_&wd=&eqid=c6fcca9d00002477000000025b9b1039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专家委员会职务

15 刘从学 男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6 刘　瑄 男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7 李建奇 男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专家委员会职务 备注

1 肖  鹏 男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集团暨中国中冶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主任委员

2 刘卓慧 女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 理事长 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 副主任委员

3 徐金梧 男 北京科技大学 原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主任委员 新增

4 伍绍辉 男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副主任委员 新增

5 蔡仲斌 男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副主任委员 新增

6 张　伟 男 清华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博导 副主任委员 新增

7 郭文彩 男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部副部长 教授级高工 委员

8 姜尚清 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发展与科技环保部副主任 教授级高工 委员

9 胡洪营 男 清华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10 吴为中 男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委员

11 任洪强 男 南京大学 环境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12 朱  荣 男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

13 王怀忠 男 宝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4 鞠新华 女 首钢技术研究院理化检测中心 主任助理 教授级高工 委员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冶金工程国际标准化)

专家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专家委员会职务 备注

15 侯  捷 女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冶金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 高级工程师 委员

16 朱  霞 女 海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研究所所长 博士后 委员

17 刘雪涛 男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中关村） 主任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8 杨　力 女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委员

19 马存真 男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

究所
副所长 教授级高工 委员

20 全新路 男 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 标准所所长 高级工程师 委员

21 陈宋璇 男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发展部副部长 高级工程师 委员

22 郑　军 男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事业部营销及项目管理部

部长
高级工程师 委员

23 刘殿瑶 男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委员

24 李　超 男 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委员

25 叶恒棣 男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委员

26 肖青波 男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委员

27 彭云涛 男 中冶武汉冶金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28 高建忠 男 中国标准化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29 何唯平 男 深圳海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0 赵　静 女 中建协绿色施工分会 常务副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专家委员会职务 备注

31 安兰慧 女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2 谢木材 男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3 李　琨 女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高级工程师 委员 新增

34 郭继舟 男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5 张德权 男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6 唐世荣 男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7 苏　涛 男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8 刘从学 男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39 刘　瑄 男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40 李建奇 男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委员 新增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iK8oGjH3luXUNgWBGYBfZKpBKKC_1-Hi6NKZ4fupfdKD4i9ZjjyRhgRH_Z7Hr8kexc6ZrCHkGdFJqUM3-3gy_&wd=&eqid=c6fcca9d00002477000000025b9b1039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理事会职务

1 曲  阳 男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集团暨中国中冶党委常委、中国中冶

副总裁
教授级高工 理事长

2 金德伟 男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部部长 教授级高工 副理事长

3 姜尚清 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发展与科技环保部副主任 教授级高工 理事

4 冯  超 男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副院长 教授级高工 理事

5 胡洪营 男 清华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理事

6 曾　滨 男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理事

7 黄　超 男 北京中冶设备研究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理事

8 刘　诚 男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理事

9 曹建宁 男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理事

10 余维江 男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 教授级高工 理事

11 潘国友 男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理事

12 谢大勇 男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中冶武汉冶金建筑研究院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理事

13 尹万云 男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理事

14 秦夏强 男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理事

15 刘洪亮 男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理事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冶金工程国际标准化)

理事会理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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